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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21        股票简称：南京公用        公告编号：2018-06 

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主要系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控

股企业之间基于日常经营所涉及到的提供劳务、租赁资产等的交易。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对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预计,关联交易总额为 2,266.85 万元：提供劳务

金额约为 1,221.25万元，销售商品金额为 430.00万元，租赁资产金额约为 615.60

万元。 

2、相关审议程序 

上述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已进行了事前审查，认为交易内容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方案合理、

切实可行，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0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张冉玮女士回避表决，其

他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独立董事出具了独立意见。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关联

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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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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南京城建历史文化街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物业 参 照 南 京

市 物 业 管

理、场地租

赁 等 行 业

价格制定，

严 格 按 市

场 经 营 规

则进行，定

价 遵 循 市

场 公 允 价

格，不偏离

市 场 独 立

第 三 方 的

价 格 或 收

费标准。付

款 安 排 和

结 算 方 式

均 按 双 方

约定执行。 

197.17 0 151.09 

南京城建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物业 18.87  0 25.04 

南京市煤气总公司 工程物业 248.11 126.00 182.83 

南京幕燕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物业 172.64 55.00 171.24 

南京东部园林绿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物业 433.96 0 436.10 

南京城南历史街区保护建设有限公司 工程物业 93.00 0 0.00 

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车辆修理 1.50 1.50 2.86 

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包车费用 3.00 0 1.12 

南京城建土地整理开发有限公司 托管费用 53.00 0 0.00 

小计  1221.25 182.50 970.28 

向关联人销

售商品 

南京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车辆 

430.00 0 0.00 

小计 430.00 0 0.00 

向关联人 

出租资产 

（场站） 

南京扬子浦口公交客运有限公司 场地租赁 157.60 63.80 121.52 

南京扬子公交六合客运有限公司 场地租赁 270.00 95.00 230.48 

南京江南公交客运有限公司 场地租赁 188.00 188.00 244.76 

小计  615.60 346.80 596.76 

合计  2,266.85 529.30 1,567.04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 

发生 

金额 

预计 

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 

披露 

日期 

及索引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南京城建历史文化街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物业 151.09 219.40 2.18 -31.13 

详见 2017年

3月 23日《中

国证券报》、

《 证 券 时

报》、 巨潮资

讯网之公司

《关于 2017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

的 公 告 》

（2017-10） 

南京幕燕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物业 171.24 178.80 2.48 -4.23 

南京城建隧桥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物业 0.92 0.92 0.00 0 

南京城建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物业 25.04 21.68 0.36 15.50 

南京钟山风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物业 217.65 0 0.46 -- 

南京东部园林绿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物业 436.10 444.72 6.30 -1.94 

南京市煤气总公司 工程物业 182.83 194.39 2.64 -5.95 

南京城建项目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物业 217.08 0 0.46 -- 

南京城建工地整理开发有限公司 工程物业 471.44 0 0.99 -- 

南京城南历史文化保护与复兴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物业 7.40 0 0.11 -- 

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车辆修理 2.86 3.00 0.13 -4.67 

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包车费用 1.12 2.00 0.05 -44.00 

小计  1,884.77 1,064.91   

销售商品 
南京城建土地整理开发公司 销售车辆 19.22 0 0.10 -- 

小计  19.22 0   

租入关联人 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场地租赁 0 15.00 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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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场站） 小计  0 15.00   

向关联人 

出租资产 

（场站） 

南京扬子浦口公交客运有限公司 场地租赁 121.52 127.60 5.48 -4.76 

南京扬子六合公交客运有限公司 场地租赁 230.48 242.00 10.39 -4.76 

南京江南公交客运有限公司 场地租赁 244.76 138.00 11.04 77.36 

小计`  596.76 507.60   

合计 2,500.75 1,587.51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1、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邹建平 

注册资本： 2,001,487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接受市政府委托承担城市基础设施及市政公用事业项目的投资、融

资、建设、运营、管理任务；从事授权范围内国有资产经营和资本运作，盘活城建

存量资产，广泛吸纳社会资本，实施项目投资和管理、资产收益管理、产权监管、

资产重组和经营。 

住所：南京市玄武区中央路 214号 

截止至 2017 年末，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

8,878,037.00万元，净资产 4,215,478.00万元。2017年营业收入 780,795.00万元，

净利润 20,905.00万元。 

2、南京城建历史文化街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健 

注册资本：74,024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街区开发建设、房地产开发；文化产业投资、策划咨询；城市环境

工程设计、施工；房屋修缮管理。 

住所：南京市秦淮区熙南里街区 1号 

截止至 2017年末，南京城建历史文化街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 830,786.45

万元，净资产 87,890.03 万元。2017 年营业收入 10,867.62 万元，净利润 772.8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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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京城建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闻一武 

注册资本：1,1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咨询；机械设备、办公用品、电子产品、五金交电、化工

产品、工艺美术品销售；房屋维修、装修；物业管理；经济信息咨询；国内各类广

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停车场服务；自有房屋租赁；自有场地租赁。 

住所：南京市雨花台区应天大街 669号 

截止至 2017 年末，南京城建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总资产 6,156.47 万元，净

资产 3,609.07万元。2017年营业收入 2,341.30万元，净利润 216.62万元。 

4、南京市煤气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昌林 

注册资本：19,851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煤气（生产、储存）设备租赁；自有房产租赁；投资经营管理。 

住所：南京市玄武区中央路 214号 

截止至 2017年末，南京市煤气总公司总资产 59,445.43万元，净资产 52,521.36

万元。2017年营业收入 930.37 万元，净利润 719.36万元。 

5、南京幕燕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京生 

注册资本： 3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幕燕滨江风貌区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实业投资；旅游景区开发与管

理；旅游项目开发；工艺美术品销售；文化交流；企业管理咨询。 

住所： 南京市鼓楼区窑上村 139号 

截止至 2017 年末，南京幕燕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总资产 550,183.85 万元，净资

产 215,479.62万元。2017年营业收入 652.93万元，净利润 26.86万元。 

6、南京东部园林绿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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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毕功名 

注册资本：1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园林绿化、景观工程设计、施工；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旅游项目

开发；苗木、花卉销售。 

住所：南京市玄武区玄武大道 96号 

截止至 2017 年末，南京东部园林绿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总资产 279,737.12 万

元，净资产 67,165.36万元。2017 年营业收入 2,108.95万元，净利润 265.62万元。 

7、南京扬子浦口公交客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辉 

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公共汽车及公共客运服务设施管理；二类汽车维修（客车：除整车

做漆外）。 

住所：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公园北路 2号 

截止至 2017年末，南京扬子浦口公交客运有限公司总资产 15,321.34万元，净

资产-6,663.07万元。2017年营业收入 7,036.78万元，净利润-6,059.81万元。 

8、南京扬子公交六合客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辉 

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城市公共汽车及公共客运服务设施的管理。 

住所：南京市六合经济开发区雄州南路 299号 

截止至 2017年末，南京扬子公交六合客运有限公司总资产 29,047.14万元，净

资产-8,930.34万元。2017年营业收入 6,693.07万元，净利润-7,883.53万元。 

9、南京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明 

注册资本：80,0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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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城市及近郊区公共汽车营运；出租汽车运营；机动车维修（限分支

机构经营）；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机动车辆环保检测；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汽车

租赁；包车客运服务；自有房地产租赁服务；物业管理服务；广告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车载信息数据技术支持、传输和互联网信息服务；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

的建设及运营管理服务。 

住所：南京市中央路 323 号 

截止至 2017年末，南京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 1,056,478.92万元，

净资产 28,798.14 万元。2017 年营业收入 106,341.59 万元，净利润-12,631.64 万

元。 

10、南京城建土地整理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文军 

注册资本：3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土地整理开发；房屋拆除服务；建设项目投资咨询及服务；城市基

础设施投资及建设；市政公共配套设施投资及建设；社会服务配套设施投资及建设；

物业管理及服务；自有场地租赁。 

住所：南京市秦淮区中山东路 378号外贸口岸大厦 12楼 

截止至 2017年末，南京城建土地整理开发有限公司总资产 52,476.09万元，净

资产 27,672.52万元。2017年营业收入 26.67万元，净利润-523.68万元。 

11、南京江南公交客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宏滨 

注册资本：36,87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公共汽车客运；市内临时包车；二类汽车维修（客车维修）。机动车

辆安全技术检测；机动车辆环保检测；汽车零配件、五金交电材料销售；广告经营；

普通道路货物运输。 

住所：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南路 2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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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至 2017 年末，南京江南公交客运有限公司总资产 674,256.83 万元，净资

产 59,294.89万元。2017年营业收入 58,610.57万元，净利润 19,412.82万元。 

12、南京城南历史街区保护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范宁 

注册资本：3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商品房销售及售后服务；房屋租赁；房屋拆迁；

拆迁信息咨询；物业管理；房地产经纪；园林、景观工程；市政工程；建筑工程；

室内外装饰工程；建筑安装；路桥工程；危旧房改造；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销售；

文化交流咨询、策划；为受托的餐饮企业提供管理服务；经济信息咨询。 

住所：南京市秦淮区长乐路 50号 

截止至 2017 年末，南京城南历史文化保护与复兴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

801,678.00 万元，净资产 173,881.00 万元。2017 年营业收入 3,635.00 万元，净

利润 324.00万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与上述关联人均受同一公司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控制。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人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均良好，履约能力较强，有支付能力，不

存在进行该等关联交易给本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涉及提供劳务、租赁资产等交易，提供劳务金

额约为 1,221.25万元，主要系下属控股子公司南京港华提供天然气管道施工及其下

属物业公司提供物业管理服务；销售商品金额约为 430.00万元，主要系下属汽车销

售分公司向南京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销售车辆；租赁资产金额约为 615.60万

元，主要系公司向南京扬子浦口公交客运有限公司、南京扬子公交六合客运有限公

司、南京江南公交客运有限公司出租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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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交易参照南京市物业管理、场地租赁等行业价格及车辆销售市场价制定，

严格按市场经营规则进行，定价遵循市场公允价格，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

或收费标准。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均按双方约定执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 2018 年度的经营计划所制定，属于公司正常业务经

营需要，系公司正常业务往来，且关联交易的定价公允，符合市场定价原则，付款、

收款与结算方式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及未来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1、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是双方生产经营中的正常业务往来，具有持续性。

公司事前向我们提交了相关资料。我们进行了认真审阅，并发表了事前认可，同意

将本次关联交易预计事宜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审议并获

得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

的原则进行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的实施。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事前认可及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