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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预计2019年与中山中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汇集团”）

的日常关联交易在总金额不超过400.00万元人民币的范围内进行。此次预计的关

联交易事项系与中汇集团进行的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向关联人出租房屋建筑物、

承包市场及向关联人提供的劳务等交易。公司2018年度与中汇集团日常交易实际

发生额为227.22万元，中汇集团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系公司的关联法人。 

2、公司预计2019年与中山岐江河环境治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岐江河公司”）

的日常关联交易在总金额不超过10500.00万元人民币的范围内进行。此次预计的

关联交易事项系与岐江河公司进行的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向关联人提供劳务交易。

公司2018年度与岐江河公司日常交易实际发生额为1930.91万元，岐江河公司为中

汇集团直接控制的除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法人，系公司的关联法人。 

3、公司预计2019年与中山市民东有机废物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东公

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在总金额不超过1900万元人民币的范围内进行。此次预计的

关联交易事项系与民东公司进行的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公

司2018年度与民东公司日常交易实际发生额为1715.46万元，民东公司为中汇集团

直接控制的除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系公司的关联法人。 

4、公司预计2019年与中山市中山港口岸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口岸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在总金额不超过600.00万元人民币的范围内进行。此次预

计的关联交易事项系与口岸公司进行的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向关联人出租房屋建

筑物。公司2018年度与口岸公司日常交易实际发生额为352.51万元，口岸公司为



中汇集团间接控制的除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系公司的关联法人。 

5、公司预计2019年与中山市南部供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部供水公

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在总金额不超过70.00万元人民币的范围内进行。此次预计

的关联交易事项系与南部供水公司进行的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向关联人出租房屋

建筑物等交易。公司2018年度与南部供水公司日常交易实际发生额为58.54万元，

南部供水公司为中汇集团直接控制的除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法人，系公司的

关联法人。 

6、公司预计2019年与中山中汇客运港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客运港公司”）

的日常关联交易在总金额不超过5万元人民币的范围内进行。此次预计的关联交易

事项系与南部供水公司进行的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向关联人提供劳务等交易。公

司2018年度与客运港公司没有日常交易发生，南部供水公司为中汇集团直接控制

的除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法人，系公司的关联法人。 

公司于 2019年 4月 22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 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联董事陆奕燎、温振明均回避表

决，非关联董事以 6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对上述交易事宜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关联交易议案不需

要提交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2019年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内容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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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岐江河公

司 
工程施工 参考市场价格 10,500.00 454.10 1,930.91 

中汇集团 工程施工 参考市场价格 100.00 0.00 35.19 

民东公司 污泥运输 参考市场价格 600.00 138.56 522.83 

南部供水 收取管理费用 参考市场价格 20.00 0.00 20.94 

中汇集团 收取管理费用 参考市场价格 60.00 0.00 0.00 

客运港 收取管理费用 参考市场价格 5.00 0.00 0.00 

小计 - - 11180 138.56 2,509.87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民东公司 污泥处理费 参考市场价格 1300.00 225.48 1,192.63 

承包市场 中汇集团 承包市场 参考市场价格 90.00 0.00 80.85 

向关联人

出租房屋

建筑物 

中汇集团 房屋出租 参考市场价格 150.00 16.88 111.18 

南部供水 房屋出租 参考市场价格 50.00 4.04 37.6 

口岸公司 房屋出租 参考市场价格 600.00 0.00 352.51 

小计     800.00 20.92 501.29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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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原材

料 

中法水务 采购原材料 9,767.31 9,910.00 14.63% -1.44% 
公告编号：

2018-031 

大丰水务 采购原材料 9,312.53 9,910.00 13.95% -6.03% 
公告编号：

2018-032 

小计 - 19,079.84 19,820.00  - -  -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商品 

中法水务 采购原材料 0.22 0.00 0.01% - -  

大丰水务 采购原材料 1.58 0.00 0.08% -  -  

小计 - 1.80 0.00   -  -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中法水务 

收取管理费

用及安装设

计费 

105.49 210.00 0.23% -49.77% 
公告编号：

2018-031 

大丰水务 

收取管理费

用及安装设

计费 

113.31 210.00 0.25% -46.04% 
公告编号：

2018-031 

岐江河公

司 
工程施工 1,930.91 2,500.00 4.45% -22.76% 

公告编号：

2018-031 

中汇集团 工程施工 35.19 120.00 0.08% -70.68% 
公告编号：

2018-031 

民东公司 污泥运输 522.83 0.00 4.88% -  -  

南部供水 
收取管理费

用 
20.94 0.00 0.72% -  -  

小计 - 2,728.67 3,040.00  -  - -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民东公司 污泥处理费 1192.63 1,230.00 11.14% -3.04% 

公告编号：

2018-031 



劳务 
岐江游 广告费 15.00 20.00 8.96%  -25.00% 

公告编号：

2018-031 

  小计 - 1207.63 1,250.00  -  -  - 

承包市场 中汇集团 承包市场 80.85 90.00 0.47% -10.17% 
公告编号：

2018-031 

向关联人

出租房屋

建筑物 

中汇集团 房屋出租 111.18 150.00 0.64% -25.88% 
公告编号：

2018-031 

南部供水 房屋出租 37.60 50.00 0.22% -24.80% 
公告编号：

2018-031 

口岸公司 房屋出租 352.51 280.00 2.04% 25.90% 
公告编号：

2018-031 

小计   501.29 480.00 0.47% -  -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无。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无。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1）关联方：中山中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悦恒 

注册资本：￥1,810,383,163.23(人民币壹拾捌亿壹仟零叁拾捌万叁仟壹佰陆

拾叁元贰角叁分) 

主营业务：对直接只有产权和授权持有产权以及委托管理的企业进行经营管理，

对外投资。 

住址：中山市东区兴中道 18 号财兴大厦。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中汇集团本部-未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03.31 

资产总额 485,355.58 

净资产 342,940.19 

营业收入（1-3 月） 76.43 

净利润（1-3月） 329.92 

（2）关联方：中山岐江河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奕燎 



注册资本：￥286,500,000.00(人民币贰亿捌仟陆佰伍拾万元整) 

主营业务：承接岐江河环境治理项目；岐江河环境治理项目的投资、建设及营

运管理。 

住址：中山市东区兴中道 18 号财兴大厦 6楼附楼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03.31 

资产总额 44,861.46 

净资产 30,981.69 

营业收入（1-3 月） 0.00 

净利润（1-3月） 0.00 

（3）关联方：中山市民东有机废物处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南平 

注册资本：￥110,500,000.00(人民币壹亿壹仟零伍拾万元整) 

主营业务：市政污泥、垃圾的收集与无害化处理；投资沼气生产和销售项目；

销售：营养土、营养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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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址：中山市民众镇沙仔村下围生态环保产业园内。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03.31 

资产总额 15,044.87 

净资产 5,255.65 

营业收入（1-3 月） 510.27 

净利润（1-3月） -185.46 

（4）关联方：中山市中山港口岸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刚 

注册资本：￥800,000.00(人民币捌拾万元整) 

主营业务：关前商场从事商业贸易（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

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需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乳制

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餐饮服务（奶茶）；车辆停放。 



住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沿江东一路 1号（行政楼二楼、联检楼一、二楼）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03.31 

资产总额 1,286.55 

净资产 848.23 

营业收入（1-3 月） 713.16 

净利润（1-3月） 103.25 

（5）关联方：中山市南部供水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奕燎 

注册资本：￥230,000,000.00(人民币贰亿叁仟万元整) 

主营业务：天然水收集及分配；中山市南部三镇取水口上移工程项目的投资和

管理。 

住址：中山市东区兴中道 18 号财兴大厦南座 8楼 806室。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03.31 

资产总额 71,165.47 

净资产 71,135.13 

营业收入（1-3 月） 0.00 

净利润（1-3月） 5.93 

（6）关联方：中山中汇客运港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陆奕燎 

注册资本：￥508,900,000.00(人民币伍亿零捌佰玖拾万元整) 

主营业务：客运港投资建设。 

住址：中山市东区兴中道 18 号财兴大厦 3楼 304室。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03.31 

资产总额 20,627.26 



净资产 15,837.35 

营业收入（1-3 月） 0.00 

净利润（1-3月） -16.05 

（7）关联方：中山中法供水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勇 

注册资本：壹仟零陆拾肆万肆仟美元 

主营业务：生产和销售饮用水给中山市供水总公司（即中山公用水务有限公司） 

住址：广东省中山市大涌镇全禄管理区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山公用水务有限公司拥有中山中法供水有限公司 33.89%

的股权。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03.31 

资产总额 14,382.11 

净资产 13,605.97 

营业收入（1-3 月） 2,077.64 

净利润（1-3月） 710.48 

（8）关联方：中山市大丰自来水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勇 

注册资本：壹仟壹佰玖拾陆万叁仟陆佰美元 

主营业务：生产和销售饮用水给中山市供水总公司（即中山公用水务有限公司） 

住址：广东省中山市港口镇马大丰围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山公用水务有限公司拥有中山市大丰自来水有限公司

33.89%的股权。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03.31 

资产总额 15,291.04 

净资产 14,561.33 

营业收入（1-3 月） 2,024.69 

净利润（1-3月） 811.57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中汇集团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汇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依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一）

的规定，中汇集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2）岐江河公司、民东公司、南部供水公司、客运港公司与上市公司的关联

关系 

岐江河公司、民东公司、南部供水公司及客运港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中汇集团

的全资子公司，依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的规定，岐

江河公司、民东公司、南部供水公司及客运港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口岸公司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汇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中山市岐江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口岸公司 100%股权，依

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的规定，口岸公司为公司的关

联法人。 

（4）中法水务、大丰水务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2016 年 11 月 16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 15 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聘任刘雪

涛女士为公司总经理，因刘雪涛任职中法水务、大丰水务两家公司的董事长，依

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三）的规定，于 2012年 11月 16 日

起，中法水务与大丰水务均成为公司的关联法人。2017年 12月 8日，刘雪涛女士

辞去中法水务、大丰水务两家公司的董事长，其后至今，徐勇先生担任上述两家

公司的董事长。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6（二）的规定，刘

雪涛女士辞去上述两家公司董事长之日起 12个月后，中法水务和大丰水务不再为

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经查询，上述关联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上述关联方财务指标及经营情况正

常。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有长期的合作经验，上述关联方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和良

好的经营诚信。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公司与中汇集团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包括：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160.00 万



元，承包市场 90.00万元,向关联人出租房屋建筑物 150.00万元。 

2018 年度公司与中汇集团发生的向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35.19 万元，承包市场

80.85万元,向关联人出租房屋建筑物 111.18万元共计 227.22 万元。 

依据对 2019 年公司及子公司经营状况的预测，预计 2019 年本公司及子公司

与中汇集团发生向关联人提供劳务、出租房屋建筑物及承包市场的关联交易为 400

万元。 

（2）公司与岐江河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包括：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10,500.00

万元，主要是预计 2019年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山公用工程有限公司与岐江河公司发

生的工程建设关联交易。 

2018年度公司与岐江河公司发生的提供劳务交易为 1,930.91 万元。 

依据对 2019 年公司及子公司和经营状况的预测，预计 2019 年本公司及子公

司与岐江河公司发生的向关联人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为 10,500.00 万元。 

（3）公司与民东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包括：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600.00 万

元，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1,300.00 万元。 

2018年度公司与民东公司发生的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522.83 万元，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1192.63万元。 

依据对 2019年公司及子公司经营状况的预测，预计 2019 年本公司及子公司

与民东公司发生的向关联人提供劳务以及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等关联交易为

1,900.00万元。 

（4）公司与口岸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包括：向关联人出租房屋建筑物 600

万元。 

2018 年度公司与口岸公司发生的关联人出租房屋建筑物的交易 352.51 万元。 

依据对 2019 年公司及子公司经营状况的预测，预计 2019 年本公司及子公司

与关联人发生的出租房屋建筑物性质的关联交易为 600.00万元。 

（5）公司与南部供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包括：向关联人出租房屋建筑物

50.00万元，向关联方收取管理费 20万元。 

2018 年度公司与南部供水公司发生的向关联人出租房屋建筑物 37.60 万元，

向关联方收取管理费 20.94万元。 

依据对 2019年公司及子公司经营状况的预测，预计 2019 年本公司及子公司



发生向关联人出租房屋建筑物、向关联方收取管理费等交易共 70万元。 

（6）公司与客运港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包括：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5.00 万

元。 

2018年度公司与南部供水公司没有发生交易。 

依据对 2019年公司及子公司经营状况的预测，预计 2019 年本公司及子公司

发生向关联人提供劳务交易共 5万元。 

（详情请见公司 2018年年度财务报告附注及审计报告） 

2、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 

公司对关联交易遵循平等、自愿、公正、公平的原则，公司各项关联交易的

交易价格均按照国家规定的定价标准；无国家规定标准的按照行业价格标准；无

可适用的行业标准的按所在地市场价格执行。以不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为根本

出发点，交易价格公平合理，有利于发挥双方资产的规模效益，有利于本公司主

业的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3、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中汇集团、岐江河公司、民东公司、口岸公司、南部供水公司、客运

港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系按照日常经营需要实际发生时签署。公司各项关联交易

的交易价格均按照国家规定的定价标准；无国家规定标准的按照行业价格标准；

无可适用的行业标准的按所在地市场价格执行。 

公司对关联交易遵循平等、自愿、公正、公平的原则，关联交易价格合理，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拟进行的关联交易，均有利于公司在日常经营范围内拓展业务、增加

盈利机会；  

2、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3、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没有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

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有关资料进行了认真



的事前核查。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作出如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与中汇集团、岐江河公司、民东公司、口岸公司、南部供水公司、客运

港公司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事宜，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交易定价程序合法、公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出现损害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关于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有关议案必须提交公

司董事会经非关联董事审议。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中国证监

会规范性文件等的规定，我们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

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阅，并就有关情况向公司

进行了询问。根据公司提供的有关资料,现基于独立判断就以上事项发表如下独立

意见： 

1、公司与中汇集团、岐江河公司、民东公司、口岸公司、南部供水公司、客

运港公司 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公司的关联董事陆奕燎、温振明均回

避表决。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公司与中汇集团、岐江河公司、民东公司、口岸公司、南部供水公司、客

运港公司 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定价程序合法、公允，不会损害公司

的利益。 

综上，我们认可关于公司 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公司 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的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 2018年年度报告相关事项发表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