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0168

证券简称：武汉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19-015 号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金额：预计 2019 年度公司固定资产投资额共计 15.54 亿元



特别风险提示：详见本公告“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部分

一、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概述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战略的需要，为增强公司污水处理及自来水生产能力，提升公司
生产经营规模及经济效益，同时确保公司污水处理、自来水生产业务满足国家环保政策
的规定及社会公众需求，2019 年度公司拟采用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及其他资本市场融资
手段等方式筹措资金，实施部分污水处理厂、自来水厂的新建及改扩建工程项目。具体
项目投资计划如下：
序
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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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项目
项目总投资 2019 年计划投
性质
（万元）
资额（万元）
455,178.00
北湖污水处理厂新建工程
续建
102,411
22,067.00
北湖污水处理厂配套污泥项目
续建
12,000
32,002.79
汤逊湖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工程（三期） 续建
2,990
56,000.00
黄家湖污水处理厂三期扩建工程
续建
30,000
9,317.37
宗关水厂 6 号净水系统改造工程
续建
8,000
合
计
/
633,426.14
155,401
上述项目均已经以前年度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开工建设，2019 年度拟继续
项目名称

按照原定投资计划实施。其中，黄家湖污水处理厂三期扩建工程和宗关水厂 6 号净水系
统改造工程已于 2018 年内获得发改委批复，其项目总投资金额为经发改委批复的金额。
本次 2019 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尚
需提交 2019 年 5 月 10 日召开的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详见 2019 年 4 月 20
日公司相关公告）
。

上述项目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一）北湖污水处理厂新建工程
1、项目投资额：该项目总投资约 45.52 亿元，累计实际投入金额 32.72 亿元，2019
年计划完成投资额 10.24 亿元。
2、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工程拟将沙湖、二郎庙、落步嘴和北湖（待建）四个污水
处理厂进行功能整合，在北湖集中新建一座污水处理厂。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污水厂
工程、深隧泵站及其他配套工程、污泥处理工程、污水厂尾水出江工程。总控制规模 150
万立方米/日，近期建设 80 万立方米/日，尾水排放达到《城镇污水厂污染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北湖污水处理厂工程推荐采用 40 万立方米/日 (A2/O+
深度处理)+40 万立方米/日 (MBR)组合工艺，出水采用液氯的消毒方式，部分处理后的
尾水作为再生水经专用管道送至化工区及相关区域，尾水泵站位于八吉府路江边，与厂
区分建，尾水经专用的排放管道排入长江。
3、项目建设期：2017 年至 2019 年 12 月基本完工。
4、项目进度：正在进行 AAO 生物池、消毒池、二沉池、高效澄清池、深床滤池、
鼓风机房、膜池及设备间施工。
5、项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北湖污水处理厂建成后，污水处理设计规模将达到 80
万立方米/日，较目前沙湖、二郎庙、落步嘴等三厂设计处理规模合计增加了 29 万立方
米/日，年污水处理量最大可增加约 10440 万立方米，按照目前《特许经营协议》的规
定，每年最高可增加营业收入约 2.01 亿元，项目的建成有利于扩大了公司污水处理主
营业务经营规模及市场份额，提升污水处理生产经营规模效益，提高污水处理业务盈利
能力。
（二）北湖污水处理厂配套污泥项目
1、项目投资额：该项目总投资约 2.22 亿元，累计实际投入金额 0.59 亿元，2019
年计划完成投资额 1.20 亿元。
2、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北湖污水处理厂新建配套污泥处理项目，日处理污泥 480
吨（含水率 80%），该项目采用深度脱水+协同焚烧工艺，可实现污泥的资源化利用。
3、项目建设期：与北湖污水厂项目同步建设
4、项目进度：目前土建已进场施工。
5、项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对北湖污水处理厂产生的剩余污泥进行妥善的处理处
置，提高污泥处理处置系统的安全性和运行稳定性，使其满足国家有关环保政策法规要

求，避免环境污染风险，有利于公司依法合规经营，保护武汉市城市环境。
（三）汤逊湖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工程（三期）
1、项目投资额：该项目总投资约 3.20 亿元，累计实际投入金额 2.63 亿元，2019
年计划完成投资额 0.30 亿元。
2、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汤逊湖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工程（三期）改建按 10 万立方米
/天建设规模建设，主要增加尾水泵房及设备，扩建按土建 10 万立方米/天规模建设，
设备主要按近期 5 万立方米/天规模安装，预留远期 10 万立方米/天规模。工程同步建
设厂区门房、电气、仪表自控等配套设施。包括本工程的土建施工、设备采购和安装。
3、项目建设期：18 个月
4、项目进度：已完成初次场平土方外运、部分的桩基工程。正在抓紧生物滤池、
气浮池、消毒池、废水池等水工构筑物的支护开挖及主体结构施工。
5、项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该扩建工程完成后，处理规模增加 10 万立方米/日，
年污水处理量最大可增加约 3600 万立方米，按照目前《特许经营协议》的规定，每年
最高可增加营业收入约 0.72 亿元；该厂提标完成后，尾水水质由一级 B 提升为一级 A
标准，使公司的污水处理水质达到国家相关排放要求。
（四）黄家湖污水处理厂三期扩建工程
1、项目投资额：该项目总投资约 11.48 亿元，累计实际投入金额 0.26 亿元，2019
年计划完成投资额 3 亿元。
2、项目主要建设内容：黄家湖污水处理厂新增 20 万吨/日污水处理能力，部分（构）
筑物及（或）设备预留四期 40 万吨/天规模。污水处理工艺采用“多级 AAO 生物池+二
沉池+超滤膜池+消毒”工艺。满足周边污水处理需求尾水水质主要指标优于《城镇污水
处理厂污染排放标准》（GB18912-2002）中的一级 A 标准，其它指标执行一级 A 标准。
3、项目建设期：约 2020 年底投产
4、项目进度：正在进行总承包及监理招标。
5、项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该扩建工程完成后，处理规模将增加 20 万立方米/日，
年污水处理量最大可增加约 7200 万立方米，按照目前《特许经营协议》的规定，每年
最高可增加营业收入约 1.43 亿元。项目的建成有利于扩大了公司污水处理主营业务经
营规模及市场份额，提升污水处理生产经营规模效益，提高污水处理业务盈利能力。
（五）宗关水厂 6 号净水系统改造工程
1、项目投资额：该项目总投资约约 0.93 亿元，累计实际投入金额 0.07 亿元，2019
年计划完成投资额 0.8 亿元。

2、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拆除现状 6 号滤池并在 1 号滤池预留用地重建 6 号滤池,设
计规模 16 万立方米/日；实施加药间改造,将液氯消毒工艺改造为次氯酸钠消毒，设计
规模 105 万立方米/日。
3、项目建设期：2018 年-2019 年
4、项目进度：正在进行施工、设备、监理招标。
5、项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宗关原 6 号净水系统使用年限较长，存在池体陈旧、
设备老化故障多等问题，已无法满足自来水生产需要。通过实施该项目，提高宗关水厂
生产高效性、安全性，确保公司自来水生产能力及供水水质能够满足社会用水需求，有
效保障了公司自来水业务的稳健经营和发展。

三、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通过实施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公司生产经营规模将显著提高，规模效应及区
域经营优势更加明显，进一步巩固了公司在武汉市水务行业的市场地位。上述各项污水
处理工程项目完成后，污水处理设计规模合计将增加 59 万立方米/日，年污水处理量最
大可增加约 21535 万立方米，每年最高可增加营业收入约 4.28 亿元，公司污水处理主
营业务经营规模及市场份额大幅提升，生产经营效益及盈利能力明显增强；同时通过对
污泥处理处置系统的完善，更好的满足国家环保政策要求。北湖污水处理厂配套污泥项
目建成后，将对该厂产生的剩余污泥进行妥善的处理处置，使其满足国家有关环保政策
法规要求，避免环境污染风险，有利于公司依法合规经营，保护武汉市城市环境。宗关
水厂改造工程完工后，将提高公司自来水业务的高效性、安全性，有利于公司自来水生
产的稳定达标，为两水厂实现安全、优质供水提供了基础条件，有效地保障了公司自来
水业务的稳健经营和发展。

四、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风险分析
上述工程项目存在不能如期完工的风险。针对此风险，公司将制定严密的进度总控
制计划，合理安排工期，通过组织、管理、经济、技术等措施对各项目进度进行全程控
制，同时通过规范合理的招投标，选择实力强、经营好的专业工程建设单位，并利用合
同条款控制工期风险，监督施工单位进度计划的执行，从而有效确保该建设项目的如期
完成。
同时由于工期较长及建材人工价格上涨等原因，上述项目存在投资额超概算风险。
对此，公司将充分发挥在水务项目建设方面的管理优势及积累的丰富经验，在保证项目

工程质量的前提下，严格控制设计、招标、施工等各个环节的成本费用，加强项目跟踪
审计工作，力争建设资金控制在批复的投资概算范围内。
特此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