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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2-63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泰达城市环境投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生

物质能热电联产项目的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

会议于 2022 年 6 月 22 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泰达城市环境投资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生物质能热电联产项目的的议案》。现公告如下： 

一、投资概述 

（一）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扩大公司生态环保产业规模，全资子公司天津泰达城市环境有限公

司（简称“泰达城市环境”）拟投资建设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生物质能

热电联产项目（以下简称“呼和浩特项目”）。 

呼和浩特项目是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人民政府确定的纳入生物质发电发

展规划布局的实施项目。该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31,021.51 万元，位于呼和浩特市

土默特左旗山盖村东北，厂区占地 84 亩。项目建设内容为 1x130t/h 高温高压生

物质水冷振动炉排锅炉+1xC30 高温高压抽凝式汽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 2.06 亿

度，年生物质消耗量 26 万吨。呼和浩特项目经营期 15 年（含建设期 2 年），由

泰达城市环境独立出资组建项目公司实施建设和运营，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为

9,306 万元。 

（二）董事会审议表决情况 

该事项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该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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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公司基本情况（暂定，最终以工商注册信息为准） 

1. 名称：内蒙古泰达城市环境有限公司 

2. 住所：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山盖村 

3. 注册资本金：9,306 万元 

4.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5. 经营范围：生物质能发电厂建设、运营；销售电力产品、热力产品、生物

质成型燃料；对生物质燃料进行综合加工与利用；生物质灰渣综合利用、开发与

清洁发展机制相关的经营交易；生物质能工程有关的科学研究、技术研发、成果

推广、咨询服务；提供技术培训、设备运行维护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股权结构图 

 

 

 

以上信息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定为准。 

三、投资测算 

根据《土默特左旗生物质能热电联产项目股权投资报告》，项目计划总投资

为 31,021.51 万元，资金来源为项目资本金及债务融资，其中，项目资本金金额

为 9,306.45 万元，由泰达城市环境自筹；债务融资 21,715.06 万元，由泰达城市

环境或项目公司通过向金融机构进行融资解决。 

经测算，该项目投资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为 7.67%，年均净利润 862.37

万元。主要经济指标如下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指标 

一 投资水平   

1 总投资估算 万元 31,021.51 

二 计算期 年 15 

1 建设期 年 2 

2 运营期 年 13 

三 资金筹措   

1 自有资金 万元 9,306.45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

公司 

100% 天津泰达城市环

境有限公司 

100% 内蒙古泰达城市环

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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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单位 指标 

四 经营成本 万元  

1 年总成本 万元 12,467.06 

2 年经营成本 万元 9,984.39 

五 经营收入 万元/年 13,376.95 

1 供暖收入 万元/年 661.72 

2 年均上网电量 万度 17,482.37 

3 售电收入 万元/年 11,603.34 

4 补贴收入 万元/年 1,111.88 

六 利润   

1 年均利润总额 万元/年 862.37 

2 年均净利润 万元/年 862.37 

七 主要财务指标   

1 项目投资（所得税后）   

1.1 内部收益率 % 7.67 

1.2 财务净现值（Ic=7%) 万元 762.94 

1.3 静态投资回收期 年 9.54 

2 自有资金（所得税后）   

2.1 内部收益率 % 7.96 

2.2 财务净现值（Ic=7%) 万元 828.41 

2.3 静态投资回收期 年 9.64 

四、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泰达城市环境拟与土默特左旗人民政府签订《土默特左旗农林废弃生物质能

热电联产项目投资协议》（以下简称《投资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投资协议》签署各方 

甲方：土默特左旗人民政府 

乙方：天津泰达城市环境有限公司 

（二）《投资协议》主要内容 

1.建设内容：1×130t/h 高温高压生物质水冷振动炉排锅炉+1×C30 高温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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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凝式汽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 2.06 亿度，年生物质消耗量 26 万吨。 

2. 投资主体及投资额：天津泰达城市环境有限公司，项目总投资预计约 3.2

亿元。亩均投资预计不低于 200 万元。 

3. 该项目达产后，预计秸秆年处理量 25 万吨，厂用电使用自发电，项目年

发电量约 2.06 亿度。 

4. 本项目位置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山盖村东北，拟用地面积约 84 亩，

该项目地块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 50 年。 

取得方式：按照国家规定，项目地块土地使用权应通过招拍挂出让程序取得，

方式为有偿出让。 

5. 甲方在职责范围内依法协助乙方办理本项目的各种批复、批准。乙方办

理本项目本级政府以外的行政审批手续时甲方依法进行协助。 

6. 甲方在全旗全面推行农林废弃生物质收运体系，保证该项目所需要的农

林废弃生物质的充足供应。甲方应针对实际情况制定相关通行政策，确保本项目

相关运输绿色通道畅通。 

7. 为确保本项目投产后燃料供应的持续稳定，甲方保证所辖区域内不再规

划或引进其它有关生物质处理、利用的项目，即使因为相关政策、法规的要求下

确需规划或引进，乙方享有优先获得权。同时制定切实有效的管理措施保证本区

域内的、农林废弃物等生物质不被运往所辖区域外。 

8. 在资源收集方面，甲方积极协助乙方向电厂提供满足项目运行要求的生

物质资源。项目正常运营后，甲方负责协调国有林场与乙方合作。 

9. 甲方在政策范围内争取中央资金及政府配套资金支持本项目的建设。甲

方应为整体项目建设提供贷款资金支持，乙方依法享受国家政策性的贴息补贴。 

10. 甲方承诺在本项目试运营前负责协调热力公司建设供热管网并将供热

管网接口对接至本项目红线，确保乙方供热合同的签署，且保证本项目供热面积

不低于项目核准供热面积。 

11. 甲方于 2023 年 8 月前协调具备条件的场地供乙方租用。甲方有义务协

助乙方对项目灰渣无障碍处理。 

12. 乙方于本协议签订生效后 30 日内，在土默特左旗注册成立控股或独资

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本项目的实施与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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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由于本协议签署时项目公司尚未成立，由乙方代为签署，待项目公司正

式成立后，在本协议上加盖公章或通过签署《承继协议》的方式，承继乙方本协

议项下的全部权利和义务。 

最终以正式签署的《投资协议》为准。 

五、投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投资目的 

该项目符合公司“十四五”战略规划，符合生态环保产业“大而强”的发展

目标，对落实主业发展战略和“双碳”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二）对公司的影响 

该项目如能顺利实施，将有利于扩大公司生态环保产业规模、提高盈利水平，

同时也将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和落地在内蒙古的其他生态环保项目，加快补链、

固链、强链的产业发展进程，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一定积极影响。 

六、备查文件 

（一）《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土默特左旗农林废弃生物质能热电联产项目股权投资报告》 

（三）《土默特左旗农林废弃生物质能热电联产项目投资协议》（拟签）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6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