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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依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规范性

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要求，为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本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下称“本次会议”或“会议”）的正常秩序

和议事效率，现就有关会议须知通知如下，望出席股东大会的全体人

员遵守。 

为了及时、准确统计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合法的委托代理人所

代表的股份数，请登记出席会议的各位股东和委托代理人以及本次会

议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及其委托代理人在会议开始前 20 分钟

内到达会议地点，办理会议登记手续。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需携带以下证件和文件：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股东帐户卡；代理他

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股东授权委托书和股东帐户卡。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

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股东帐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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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出示代理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人股东单位的法

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股东帐户卡。 

本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秘书处负责本次会议的会议

程序及服务等事宜。 

与会股东或委托代理人依法享有发言权、咨询权、表决权等各项

权利，同时需遵守规则，对于干扰股东大会、寻衅滋事和侵犯股东合

法权益的行为，本公司股东大会秘书处将采取相应措施加以制止并及

时报告有关部门进行处理。 

与会股东如要发言，请在本次会议开始后 10 分钟，填写《发言

申请登记表》，经本次会议主持人同意，股东大会秘书处将按登记时

间的先后顺序，安排股东发言。 

股东发言应围绕本次会议议题，每人发言时间不超过 5 分钟，发

言人数不超过 10 名。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针对股东提

问进行统一回答。 

议案表决时，不安排股东发言。 

本次现场会议采用记名方式投票表决。与会股东（或委托代理人）

在对表决票上所列表决事项进行表决时，可以选择“同意”、“反对”或

者“弃权”，只能选择其一，多填、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

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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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计为“弃权”。 

本次会议由五名监票人（会议见证律师、二名股东代表、一名独

立董事和一名监事）进行议案表决的计票与监票工作。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宣布后，由会议主持人宣布本次会

议决议，并由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发表见证意见。 

 

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秘书处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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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现场会议）：2016年5月27日（周五）上午9:30时 

会议地点：上海青松城大酒店三楼黄山厅（上海市东安路8号） 

会议召集人：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李建勇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法律见证：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1、主持人通报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委托代理人人数及代表股

份总数，宣布会议开始。 

2、宣读议案 

议案一《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竹园第一、第二污水

处理厂提标改造（一厂改造）工程进行投资的议案》； 

议案二《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放弃对竹园第一、第二

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新建设施）工程进行投资建设行使优先选择权

的议案》。该项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3、股东发言  

4、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回答提问 

5、股东（委托代理人）对议案进行表决投票 

6、休会检票、统计汇总表决结果 

7、会议复会  宣布表决结果  

8、宣读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9、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10、主持人宣布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秘书处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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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竹园第一、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一厂改造） 

工程进行投资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该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我受

董事会委托，现向本次股东大会作“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竹园第一、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一厂改造）工程进行投资的

议案”的报告，请予审议。 

2016 年 4 月 29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成立董事会调查委员会对竹园第一、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

工程投资意向事宜进行专项调查的议案》，决定由张辰、盛雷鸣、马

德荣三位独立董事组成董事会调查委员会，对竹园第一、第二污水处

理厂提标改造（一厂改造）工程投资意向进行专项调查。 

董事会调查委员会对上述事项进行专项调查，在听取了上海市城

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负责竹园第一、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项

目的设计人员介绍提标改造工程项目方案设计情况及公司经营层对

竹园第一、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投资意向事宜的情况汇报;

根据公司《关于竹园第一、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投资意向事

宜的情况说明》、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关于竹园第一、第

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方案设计的情况说明》、《关于竹园第一、

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一厂改造）工程方案专项说明》、《竹园

第一、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一厂改造）工程方案专项说明专家

咨询意见》，经过认真研究、分析、论证，向董事会提交了专项调查

报告。 

一、上海友联竹园第一污水处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竹

园公司”）及上海市友联竹园第一污水处理厂（以下简称“竹园一厂”）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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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园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6 亿元，由

三方股东投资构成（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投集

团”）2.2222 亿元，占 48.31%股份；上海阳龙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阳龙公司”）1.2228 亿元，占 26.58%股份；本公司 1.1550 亿

元，占 25.11%股份），由于阳龙公司是本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为此，

公司实际控股友联竹园 51.69%股份。竹园公司经营范围为污水处理

工程建设、污水处理、污水处理工艺咨询、污水处理设备保养维修等。

竹园一厂系竹园公司污水处理业务的运营主体，日处理污水设计规模

170 万立方米。竹园一厂位于浦东新区高东镇，北至东电路、南至竹

园第二污水处理厂、西至规划黄潼港、东至海塘路，服务范围为普陀、

长宁、静安、闸北以及部分宝山、黄浦、虹口、杨浦、浦东新区，服

务面积约 107 平方公里。 

2002 年 6 月 5 日，竹园公司与上海市水务局签订《上海市竹园

第一污水处理厂项目特许权协议》（以下简称“特许权协议”），授予

竹园公司投资、建设、运营与维护竹园一厂项目的特许权，特许经营

期为 20 年（2004 年 8 月 1 日～2024 年 7 月 31 日）。----（根据特

许权协议 2.2 条款规定----在特许经营期内应政府有关或相关行业的

要求，项目公司应对污水处理厂升级或扩容，在合理的基础上进行配

合，并提供必要的协助，项目公司对该等相关项目具有优先投资权） 

二、竹园第一、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一厂改造）工程介绍 

本次竹园第一、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是市政府为落实

《关于贯彻落实国家“水十条”上海水务系统主要目标任务的通知》

（沪环保自﹝2015﹞232 号）要求和上海市颁布的《城镇污水处理厂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982-2016）进行的整个竹园片区 220 万

立方米/日规模的总体提标改造。 

本次竹园第一、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一厂改造）工程：竹

园一厂由 170 万立方米/日减量至 110 万立方米/日，改造后出厂水质

达到一级 A 标准，工程总投资约 10.2 亿元。 

1、改造工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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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竹园第一、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一厂改造）工程由

170 万立方米/日减量至 110 万立方米/日，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

总院对提标改造（一厂改造）工程方案进行充分的论证，并出具了《关

于竹园第一、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一厂改造）工程方案专项说

明》、《竹园第一、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一厂改造）工程方案专

项说明专家咨询意见》，主要内容如下： 

（1）竹园一厂提标改造工程的独立性 

①规划用地范围是独立的 

受污水厂现状运行构筑物能力和环境条件影响，出水水质若要提

标，需新征土地。根据规划，可利用的土地只有外环线东侧、航津路

北侧和进水箱涵南侧的 23.30hm2 用地，该地块规划为污水厂控制用

地，在规划方案时，已经考虑到竹园一厂的独立性，各工程之间都有

围墙分隔，保证各厂的独立。 

②处理流程是独立的 

竹园片区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主要任务是脱氮除磷及去除

SS。在规划用地（23.30hm2）内建造新建处理设施，并对竹园一厂、

二厂进行改造。原生污水并行进入竹园一厂、竹园二厂、新建设施内

进行处理后达标排放。处理工艺方案将片区内原生污水可以独立进行

处理，互不干涉。 

③处理设施设备是独立的 

片区内的污水在厂外分流后并行进入竹园一厂、竹园二厂和新建

设施进行处理，各个厂区无论是厂内设施、地下管线、用水用电均以

各厂区围墙为界相对独立。 

竹园一厂提标改造工程实施后，无论从用地范围、处理流程以及

设施运营均能保持独立性。 

（2）竹园一厂改造工程方案（减量）的必要性 

根据竹园一厂实际运行情况、改造的可实施性和运行的稳定性进

行了多方案比较，污水处理减量 60 万立方米/日，同时综合考虑竹园

一厂用地情况、现有设施处理能力，对进厂污水进行分流，将厂内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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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能力调整为 110 万立方米/日并进行厂内改造的方案是保证竹园一

厂运营稳定达到环保提标考核要求的最优的、最合理的、切实可行的

方案。 

2、改造工艺介绍 

（1）预处理工艺：采用曝气沉砂池工艺（利用现有设施优化改

造）。 

（2）污水生物处理工艺：通过增加内回流，调整曝气区，改为

AAO 污水处理工艺（现有设施改造）。 

（3）污泥处理工艺：采用重力浓缩和离心浓缩机+离心脱水机（现

有改造增加设备）。 

（4）深度处理工艺：采用深层滤池过滤工艺（新增设施）。 

（5）消毒工艺：采用紫外+次氯酸钠联合消毒工艺，以紫外消毒

为主，氯消毒为辅（新增设施）。 

（6）除臭工艺：废除现有化学除臭设施，采用多级除臭工艺结

合分区分散就地处理臭气，并采用送离子新风改善工作车间环境。 

3、主要处理构筑物 

 

竹园第一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一厂改造）工程新建和改造主要构建筑物 

序

号 
名  称 数量 单位 备  注 

1 曝气沉砂池 1 座 

溢流堰调节，新增溢流闸门及溢流回流

泵 

费用约 700 万元 

2 生物池 1 座 

改造 AAO，曝气系统更换，增加内回流

泵 

费用约 6800 万元 

3 深层滤池 1 座 
新建设施，深度处理 

费用 256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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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污泥脱水机房 1 座 
更换 2 台脱水机，新建污泥料仓等 

费用约 6850 万元 

3 中间提升泵房 1 座 
新建设施，提升尾水进入深度处理 

费用约 2900 万元 

4 紫外消毒池 1 座 
新建设施，联合加氯复合消毒 

费用约 5500 万元 

5 加氯加药间 1 座 
新建建筑物，联合紫外线复合消毒 

费用约 1100 万元 

6 
多级除臭除臭系

统 
5 座 

去除预处理区、生物池、泥处理区的臭

气 

费用约 18800 万元 

7 离子氧送风系统 1 座 
改善车间环境 

费用约 200 万元 

8 厂区污水泵房 1 座 费用约 580 万元 

11 总平面布置 1 项 费用约 450 万元 

12 电气自控改造 1 项 
对现有电控系统改造，增加精确曝气等 

费用约 4800 万元 

13 管渠工程 1 项 费用约 2050 万元 

 

4、工程投资 

工程总投资：约 10.2 亿元， 

其中： 

第一部分：建安工程费：8.00 亿元； 

第二部分：其他工程建设费： 1.00 亿元； 

第三部分：预备费： 0.72 亿元； 

第四部分：前期工程费： 0.00 亿元； 

第五部分：建设期贷款利息： 0.3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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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铺底流动资金： 0.06 亿元； 

新增运营成本（以 110 万 m3/d 折算）： 

单位处理成本： 0.335 元/m3 

单位处理经营成本: 0.208 元/m3 

三、竹园第一、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一厂改造）工程的投

资分析 

2002 年 8 月，上海市水务局与竹园公司就竹园第一污水处理厂

项目签订了《特许权协议》，特许经营期自 2004 年 8 月 1 日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期限为 20 年。 

2004 年 8 月，竹园一厂通过验收并正式运营，污水处理工艺为

一级强化，规定水量污水处理服务费价格为每立方米 0.2218 元，超

进水量污水处理服务费价格为每立方米 0.15 元。 

2008 年 12 月，竹园公司与上海市水务局签订了特许权补充协

议，对竹园一厂实施升级改造，提高出水排放标准。双方同意，通过

升级改造工程将竹园一厂的污水处理工艺由一级强化改为二级生物

处理，使其出水排放标准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8918-2002）的二级标准。 

2011 年 2 月 18 日，竹园一厂升级改造工程通过环保验收并正式

运营。升级改造后，竹园一厂的污水处理工艺由一级强化改为二级生

物处理，出水排放标准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8918-2002）的二级标准。 

根据上海市水务局《关于对上海市竹园第一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

后污水处理费价格确认的批复》（沪水务[2008]721 号），竹园一厂

的规定水量污水处理服务费价格为每立方米 0.6582 元，超进水量污

水处理服务费价格为每立方米 0.1648 元。 

根据竹园公司和排水公司签订的《排水服务协议》的附件 1 第 3

条之规定，污水处理服务费价格从运营期第四年开始，对规定水量污

水处理服务费价格及超进水量污水处理服务价格中的可变价格部分

每三年进行一次调整，即在升级改造工程开始商业运营之日后第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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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即 2014 年 2 月 18 日起），根据电费、药剂费以及劳动力价格

变动，对双方结算的污水处理服务费及超进水量污水处理服务费中的

可变价格部分进行调整，价格调整幅度不得超过±10%。 

经上海市水务局批复同意，自 2014 年２月 18 日起，竹园公司

调整后的污水处理服务费价格为 0.6852 元／立方米，超进水量污水

处理服务价格为 0.1802 元／立方米。 

根据相关文件，竹园公司因提标工程引起边界条件改变而产生的

相应变化情况，文件明确：竹园一厂现有 170 万立方米/日规模下的

水费收入在提标改造后保持不变。因提标工程引起边界条件变化，增

量投资部分内部收益率按照原协议约定执行，增量投资部分产生的增

量运营成本相应调整污水处理服务费运营单价。同时与排水公司协商

对原《排水服务协议》进行修订，争取根据增量投资部分产生的增量

运营成本相应调增污水处理服务费运营单价。 

    改造后的竹园一厂日处理量由 170 万立方米/日减量至 110 万立

方米/日，水费收入在提标改造后保持不变，处理后水质排放标准由

GB18918-2002 二级提升至一级 A，污水处理的安全、稳定性得到进

一步提高。 

本次投资竹园一厂提标改造工程事项中，减量和增加投资的部分

事先得到政府的相应承诺，不会降低公司原有的投资收益及回报，并

确保了新增投资部分的投资收益及回报。公司依据以上原则,已致函

上海市水务局启动水价调整程序。 

公司按占竹园公司 51.69%持股比例（本公司持有竹园公司

25.11%股份和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阳龙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有竹

园公司 26.58%股份）对竹园第一、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一厂

改造）工程进行投资。 

本次投资竹园一厂提标改造工程有利于公司长远可持续发展,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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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议案二 

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对竹园第一、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新建设施）

工程进行投资建设行使优先选择权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该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我受

董事会委托，现向本次股东大会作“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放弃对竹园第一、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新建设施）工程进行投

资建设行使优先选择权的议案”的报告，请予审议。 

2016 年 4 月 29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成立董事会调查委员会对竹园第一、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

工程投资意向事宜进行专项调查议案》，决定由张辰、盛雷鸣、马德

荣三位独立董事组成董事会调查委员会，对竹园第一、第二污水处理

厂提标改造（新建设施）工程进行投资是否行使优先选择权的事项进

行调查。 

董事会调查委员会对上述事项进行专项调查，在听取了上海市城

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负责竹园第一、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项

目的设计人员介绍提标改造工程项目方案设计情况及公司经营层对

竹园第一、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投资意向事宜的情况汇报;

根据公司《关于竹园第一、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投资意向事

宜的情况说明》、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关于竹园第一、第

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方案设计的情况说明》，经过认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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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论证，向董事会提交了专项调查报告。 

本次竹园第一、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是市政府为落实

《关于贯彻落实国家“水十条”上海水务系统主要目标任务的通知》

（沪环保自﹝2015﹞232 号）要求和上海市颁布的《城镇污水处理厂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982-2016）进行的整个竹园片区 220 万

立方米/日规模的总体提标改造。 

本次竹园第一、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新建设施）工程：污

水处理规模 80 万立方米/日，出厂水质达到一级 A 标准，工程总投资

约 39.61 亿元。 

根据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关于竹园第一、第二污水处

理厂提标改造工程方案设计的情况说明》，本次竹园第一、第二污水

处理厂提标改造（新建设施）工程，由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为建

设主体。 

由于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排水公司”）是本公司

控股股东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同

一控制下的关联关系。公司拟放弃对竹园第一、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

改造（新建设施）工程建设投资行使优先选择权事宜构成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标的介绍 

竹园第一、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新建设施）工程（以下简

称“新建设施”）选址位于竹园一厂、竹园二厂西南侧围墙、航津路、

外环线及合流一期箱涵围合的地块内，规划用地面积 23.3 公顷。 

新建设施处理规模 80 万 m3/d，接纳竹园一厂、竹园二厂的分流

减量污水各 60 万 m3/d 和 20 万 m3/d。处理工艺采用 AAO（厌氧/

缺氧/好氧）+深床滤池工艺，消毒工艺采用紫外加氯复合消毒，出水

执行国家一级 A 标准。污泥在厂内浓缩脱水至 80%含水率后外运至

沿竹园污泥处理工程进行半干化焚烧。臭气执行上海市最新的《城镇

污水处理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对所有臭气源均进行密闭收集处

理后高空排放，杜绝无组织排放。 

工程总投资约为 39.61 亿元，建安费约 27.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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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简介 

企业名称：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建勇；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8187.8955 万元； 

住所：上海市闸北区谈家桥路154号。 

三、关于公司放弃对竹园第一、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新建

设施）工程建设投资行使优先选择权 

1、根据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设计方案，竹园第一、第

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新建设施）工程是由竹园第一、第二污水处

理厂减少日处理量（竹园一厂减量 60 万立方米/日，竹园二厂减量

20 万立方米/日）而形成新建设施，出水水质同样要求达到一级 A 标

准。 

因此，新建设施工程为接纳减量污水而形成新建设施项目独立于

现有的竹园一厂、竹园二厂。 

2、根据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与上海阳晨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以下简称“承诺函”）所示，此新

建设施工程本公司应享有优先选择权。 

因此，对新建设施工程项目进行投资建设，本公司享有优先建设

投资权。 

3、竹园第一、第二污水厂提标改造（新建设施）工程总投资拟

定为人民币 39.61 亿元，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总资产为

18.12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6.27 亿元，货币资金

余额为 3.08 亿元，仅凭公司目前自有资金无法满足该项目的建设要

求。在公司对竹园第一、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一厂改造）工程

进行投资 10.2 亿的基础上，即使再进行融资也无法满足该项目投资

的资金需求。 

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且 B 股市场目前无法通过权益性方式进

行融资，因此若由本公司负责投资建设新建设施工程，较为单一的债

务性融资方式将进一步提高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增加财务成本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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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因此，考虑到公司目前的自有资金状况、资产负债率和 B 股公

司的融资手段，预计在短期内难以筹集项目资本金，按照政府主管部

门要求的 2017 年 12 月底建设完成并投入运行有很大难度。 

4、据悉，此新建设施政府未对外公开招商，目前未按特许经营

方式实施，未通过特许权协议的方式明确项目投资、建设、运营和维

护的重要边界条件，难以对项目投资回收周期和投资回报率进行合理

预测，不符合公司重大投资决策的审核标准，考虑到项目未来盈利的

不确定性，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的影响亦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因此，新建设施工程在现有的条件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基于公司目前的自有资金状况、资产负债率和难以了解和预测投

资回报率等多方面的综合分析和考虑，同时，鉴于公司目前正进行重

大资产重组，根据相关进展情况不适宜进行重大投资业务。 

本公司决定放弃对竹园第一、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新建设

施）工程建设投资行使优先选择权。 

四、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竹园第一、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新建设施）工程的规划用

地范围、工艺方案和处理设施设备均相对独立。本公司放弃对竹园第

一、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新建设施）工程建设投资行使优先选

择权，不会对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友联竹园第一污水处理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

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该项议案提交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时，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