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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度 

关联交易补充确认暨2019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情况 

2018 年公司与关联方产生的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资金及劳务的关联交易

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金额 

淮安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 8,568.37 

安徽盛运钢结构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60,000,000.00  48,189.66 

安徽盛运钢结构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50,000,000.00  28,967,762.82 

阜新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 60,508,910.13 

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及材料 21,000,000.00 4,835,573.82 

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20,000,000.00 1,668,538.52 

 2018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安徽盛运钢结构有限公司、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

责任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未超过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审批授权。

对于公司 2018 年与淮安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阜新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发

生的关联交易进行补充确认。 

1、淮安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800686596215W 

企业名称：淮安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吴成久 

注册资本：20,066.89 万 



 

住所：淮安工业园区通衢西道 81 号 

经营范围：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垃圾焚烧及产生灰、渣、渗沥液处理;淮安工

业园区热力供应;投资咨询(金融业务及证券、期货咨询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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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芜湖长辉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淮安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的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为：总资产 96,827.88 万元，净资产 35,588.35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813.03

万元，净利润-423.48 万元。 

关联关系：公司间接持有淮安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6.98%的股权，符合《上

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三）款“由本规则 10.1.5条所列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

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 10.1.6 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人

或者自然人，视同为上市公司的关联人：（二） 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 10.1.3

条或者 10.1.5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2、安徽盛运钢结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881788581882B 

企业名称：安徽盛运钢结构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汪丛林 

注册资本：12,800.00 万元 

住所：安徽省安庆市桐城经济开发区兴隆路 

经营范围：轻、重钢结构设计、制作、安装及工程总承包;钢结构工程安装、

施工;钢结构彩板制作、安装;新型建材生产、销售;机械设备及配件、五金件、金

属结构件、电器配件、塑料制品的生产、加工、销售;PE 浸塑焊接型隔离栅、防

盗网(栏)、货架、门窗制作;机电产品的销售,钢材销售;立体车库生产、销售;绿色

建筑及装饰工程设计、施工及工程总承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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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安徽开润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持股 100%。 

与本公司关系：2016 年 11 月 10 日前，安徽盛运钢结构有限公司为公司关

联方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公司曾持

有其 88.21%的股权，于 2016年 11月 10日将其所持股权转让给安徽润达机械工

程有限公司。2016年 12月，安徽润达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安徽盛运钢结

构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安徽开润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截止至 2018年 12月 31日，安徽盛运钢结构有限公司总资产 77,152.22万

元，净资产 11,232.24 万元。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6,250.68 万元，实现净

利润-1,915.13 万元(未经审计)。 

3、阜新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9215553592791 

企业名称：阜新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周义力 

注册资本：11,740.00 万 

住所：阜蒙县伊吗图镇伊吗图村 

经营范围：固体废弃物处理(危险废弃物除外)、垃圾发电、生活垃圾处理、

灰渣回收综合利用(生产和经销)、污水处理、供热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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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芜湖长辉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阜新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的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为：总资产 54,841.94 万元，净资产 11,232.32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5,327.78

万元，净利润 826.86 万元。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股份 14.45%。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4、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881085229479T 



 

企业名称：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云华 

注册资本：39,785.30 万 

住所：安徽省桐城市区快活岭 

经营范围：矿山物料输送工程、机电工程、技术咨询、设计、运营管理及项

目工程总承包;各类输送设备(带式、管状、大倾角、矿用、链板、螺旋、斗提、

移动、气垫输送机及除渣给料机和破碎机)、环保设备(袋式除尘器,电除尘器、脱

硫脱硝脱氮技术处理专用设备、高温颗粒层除尘器、污泥处理工程)、智能环卫

设备的设计、制造、销售、安装及其工程项目总承包,环境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总

承包及运营管理;钢结构工程、市政工程的设计、制造、安装、工程劳务及其工

程项目总承包;电气成套设备研发、制造、销售、安装服务;矿山物料输送工程项

目、机电工程项目投资(以自有资金);技术与设备进出口及代理进出口;自有房屋

及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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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安徽润达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盛运重工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为：总资产 

777,146.44 万元，净资产 45,633.61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58,560.07 万元，净利润

-19,620.47 万元。 

关联关系：公司原董事胡凌云女士兼任盛运重工董事，其于 2018 年 6 月辞

去董事职务，符合《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三）款“由本规则 10.1.5条所

列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 10.1.6 条 “具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法人或者自然人，视同为上市公司的关联人：（二） 过去十二个

月内，曾经具有 10.1.3 条或者 10.1.5 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规定的关联关系情

形，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三）履约能力分析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盛运重工、盛运钢结构、淮安中科、阜新中科能够遵守双



 

方的约定，及时向本公司提供优质产品及服务。  

三、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 2019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内容见下表：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9 年度预计金额（单位：元） 

安徽盛运钢结构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0,000,000.00  

安徽盛运钢结构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50,000,000.00  

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材料 21,000,000.00 

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21,000,000.00 

淮安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000,000.00 

阜新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70,000,000.00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自愿的原则。交易定价遵循

公平合理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基础，交易双方协商定价。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均以合同方式明确各方的权利与义务，包括交易价

格、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等。交易以市场化运作，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1、本公司与盛运重工及盛运钢结构之间的关联交易，以保证公司正常生产

经营、节约成本为目的，均为本公司与盛运重工及盛运钢结构之间的持续的、经

常性的关联交易，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在市场化的原则下开展关联交易，保证

上市公司的独立性及满足公司经营发展。  

（二）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及持续性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为持续的、经常性关联交易，公司和对方已经形成稳定

的合作伙伴关系，交易价格为市场价格，交易量按照实际发生额计算，是在平等、

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定价公允，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业务不会

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了

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提供的

相关材料进行了认真的审阅，并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书，同意将议案提交董事会

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1、公司《关于 2017 年度关联交易补充确认暨 2018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是正常、合理的。  

2、我们认为公司预计 2018 年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关

联方能够按照合同规定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务，未发现通过此项交易转移利益

的情况。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因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并依据市场价格公

平、合理地确定交易金额，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产生

负面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因此，我们认为：公司预计 2019 年关联交易，满足了公司日常经营发展需

要，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们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表示同意，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