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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74            股票简称：创业环保          公告编号：临 2020-019 

债券代码：136801            债券简称: 16津创 01 

  债券代码：143609            债券简称：18津创 01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供冷合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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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天津城投及

其下属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累计次数为 8次，累计总金额为 77,971,939.41 元；

本公司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供冷供热服务）累计次数为

3次，累计总金额为人民币 50,465,552.59元。 

 本次交易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告中涉及的财务数字如无特殊说明，所指币种均为人民币。 

 

一、关联交易概述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全资子

公司天津佳源兴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源兴创”）投资建设并特

许经营的天津市文化中心集中能源站项目（具体内容详见 2011年 3月 17日本公

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发的“关于签署《天津市

文化中心集中能源站项目集中供热、供冷特许经营协议》的公告”）运行正常，

2019年继续向其服务范围内用户提供供冷、供热服务。 

佳源兴创于 2020 年 6 月 1 日与天津乐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城置

业”）签署了《天津市非居民住宅供用冷合同》（以下简称“供冷合同”），据此，

佳源兴创须于服务期内向乐城置业所属的天津万象城（原名为天津市文化中心商

业体（银河购物中心））提供供冷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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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城置业为本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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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津城投”）及其下属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累计次数为 8 次，累计

总金额为 77,971,939.41 元；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不

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供冷供热服务）累计次数为 3 次，累计

总金额为 50,465,552.59 元；上述各项累计金额均低于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绝对值 5%，因此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本公司、乐城置业的实际控制单位均为天津城投，因此，乐城置业为本公司

关联方。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佳源兴创经营范围包括浅地表热能系统开发及综合利用；清洁能源、可再生

能源技术、工艺、设备研发及产业化；节能工程、园区能源中心的设计咨询、投

资建设、技术服务、运营收费管理。 

乐城置业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以自有资金向建筑业、商业、服务业投资等。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佳源兴创与乐城置业签署供冷合同的主要条款概述如下： 

1.合同签署日期：2020年 6月 1日 

2.订约方： 

（1）佳源兴创（作为供冷单位） 

（2）乐城置业（作为用户） 

3.将予提供的服务 

于服务期内，佳源兴创须向天津万象城提供供冷服务。 

4.服务费、支付条款及服务期限 

天津万象城部分租户迁出，商铺空置，2020 年度乐城置业向佳源兴创申请

暂停 89,555.4平方米用冷，实际供冷服务面积为 273,486.6平方米。 

供冷服务期为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供冷服务费计算方式

为供冷服务单价与供冷收费面积的乘积，供冷期供冷服务费总额 17,664,499.49



                                                                                 3 

元。按照协议，暂停供冷面积应收取冷能损耗补偿费，参照《天津市集中供热暂

停和恢复用热管理办法》，冷能损耗补偿费的收取标准为：冷能损耗补偿费=供冷

单价×暂停供冷面积×20%，因此上述暂停供冷面积的冷能损耗补偿费为

1,156,876.66元。 

若供冷期间发生合同外其他事项，合同双方将以“补充协议”的方式对相关

事项进行约定。本次签署的供冷合同项下，佳源兴创供冷服务收入共计

18,821,376.15元（含冷能损耗补偿费）。 

在合同有效期内，如遇国家税率调整，各方应根据税率变化进行相应幅度的

费用单价的调整。在天津市特殊高温的情况下，佳源兴创须按照天津市政府的决

定，提前或延后服务期。乐城置业可以书面申请提前或延后供冷时间。 

 

四、该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佳源兴创投资建设完成天津市文化中心集中能源站供热供

冷项目后，于特许经营期内与用户之间的正常业务，有助于佳源兴创取得供冷服

务收入。供冷合同的条款是由订约方根据《特许经营协议》经公平磋商后确定，

适用于服务范围内所有用户，符合公平、公允的原则。 

 

五、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的表决情况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2020 年 6 月 1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应参加会议董事 9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9人。本公司已于 2020 年 5月 27

日将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以电邮形式发送给本公司全体董事。本次董

事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与关联方签署供冷合同的议案》（以下简称“本议案”）。 

本公司董事长刘玉军先生、董事顾文辉先生、董事韩伟先生和董事司晓龙先

生作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予以事前认可的情况 

独立董事对公司提供的《关于与关联方签署供冷合同的议案》进行了事前审

核，经过认真审核此次关联交易的资料，并且与公司相关人员进行有效沟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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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业务所需，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原则，交易定

价公允合理，符合市场一般商业原则，符合公司法、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并按规定进行

披露。 

（三）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经过认真的审查，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有助于佳源兴创就其集中能源

站项目取得供冷服务收入。供冷服务期为 2020 年 6月 1日至 2020年 9 月 30日。

供冷服务单价为 64.59 元/平方米，服务面积为 273,486.6 平方米。供冷服务费

计算方式为：供冷服务单价与供冷建筑的计费面积的乘积，供冷期服务费总额

17,664,499.49元。冷能损耗补偿费=暂停供冷面积×供冷单价×20%=89555.4 ㎡

×64.59元/㎡×20%=1,156,876.66元。2020年《供冷合同》总额为 18,821,376.15

元。合同条款是经订约双方公平磋商确定，符合公司法、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

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是遵照市场原则和交易各方意愿进行，并按规定进行充分的

信息披露工作，保护了非关联股东的权益，对全体股东公平、合理。 

 

（四）本次关联交易是否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 

 

六、历史关联交易情况（日常关联交易除外） 

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关联交易外，本公司与同一关

联人（天津城投及其下属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27,506,386.82元。 

截止本次关联交易前 12 个月内，除本次关联交易外，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

（天津城投及其下属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 59,150,563.26 元，

具体情况如下： 

1.2019年 5月 28 日，佳源兴创与关联方乐城置业及及天津元易诚商业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易诚公司”）签署了《天津市非居民住宅供用冷合

同》，为乐城置业提供供冷服务，供冷服务费为 19,573,472.44元。 

该事项请详见 2019 年 5 月 29 日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刊发的“关于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供冷合同的公告”。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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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9年 11月 15日，佳源兴创与关联方乐城置业及元易诚公司签署了《天

津市非居民住宅供用热合同》，为乐城置业提供供热服务，供热服务费为

12,070,704元。 

该事项请详见 2019 年 11 月 16 日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刊发的“关于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供热合同的公告”。 

3. 2020年 1月 20日，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公司拟与关联方天津城投签订《咸

阳路污水处理厂迁建提标工程委托调试运行合同》，天津城投委托本公司就咸阳

路污水处理厂迁建提标工程项目进行调试运行工作，该调试运行合同金额为

4,697,422.82元。 

该事项请详见 2020 年 1 月 21 日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刊发的“H股公告”。 

4. 2020年 3月 26日，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山东创业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关联方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山东创业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关联方天津城投创展租赁有限公

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融资租赁金额不超过 2,000万元。 

该事项请详见 2020 年 3 月 27 日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刊发的“关于山东创业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关联

方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 

5.2020年 3月 27 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中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水公司”）与关联方天津市环境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投公司”）签

署有关文正路公交首末站大小配套接口再生水工程的建设工程合同，金额为

54,265元。 

6.2020年 3月 27 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水公司与关联方环投公司签署有

关香怡道公交首末站大小配套接口再生水工程的建设工程合同，金额为 86,699

元。 

7.2020年 5月 28 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水公司与关联方天津市海河领亿

置地投资有限公司签署有关和馨家园（1-8#）一纺机项目低压的区内再生水配套

工程委托协议，金额为 266.8万元。 

 

七、备查文件目录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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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关联交易的事前审核意见；  

3.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4.供冷合同。 

 

特此公告。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6月 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