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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告知函有关问题的回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于 2020 年 9 月 2 日出具的《关于请做好洪城水业公开发行可转债

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的要求，江西洪城水业股份

有限公司会同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并组织相关中介机

构，针对告知函中涉及的问题进行了逐项核查和落实。 

根据告知函的要求，现就告知函中提出的问题予以详细回复。为方便阅读，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中的术语、简称或名词释义与《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

责任公司关于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尽职

调查报告》中的含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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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关于工程施工。申请人 2019 年末工程施工余额为 3.17 亿元，其中

1 年以上的 1.73 亿元，申请人说明系部分工程项目施工周期较长。其中南昌地铁

2 号线预计施工成本超过合同金额但未计提跌价准备，申请人说明系施工范围较

大，工期较长，该项目待最终结算后将与有关方面协商签订补充协议对该项目

合同金额进行调整，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地铁项目管理分公司出具了相

关说明。2019 年末子公司南昌自来水公司挂账 1 年以上的大额预付款项达

3,552.69 万元。请申请人补充说明并披露：（1）结合主要项目施工进度分析期末

1 年以上的工程施工余额中是否存在长期挂账的已竣工并实际交付的工程项目，

相关核算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2）上述预付款项对应的具体工程明细，

在目前期末工程施工余额的基础上考虑上述预付款项是否实际发生额超过了预

算成本和合同金额，从而导致工程项目出现减值迹象；（3）南昌 2 号线项目一直

迟延未完工的具体原因，追加合同金额是否符合初始合同招标的约定，申请人

在 2 号线改造和搬迁中新增施工内容及施工投入的具体证据，上述施工内容或投

入变更是否已经根据约定向业主方报送并得到业主方确认，申请人关于不计提

跌价准备的相关披露是否充分；（4）结合上述情况，说明申请人关于存货核算的

会计基础是否规范，是否构成本次发行障碍。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 

问题回复： 

一、结合主要项目施工进度分析期末 1 年以上的工程施工余额中是否存在长

期挂账的已竣工并实际交付的工程项目，相关核算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发行人的工程类业务主要包括给排水工程和燃气安装工程，给排水工程业务

主要包括城市供水管网施工、污水处理设施新建或提标改造施工以及自来水用户

自来水用水管道设备（如户表）安装工程；燃气安装工程主要包括城市燃气管网

施工及终端用户设备安装。上述工程均属于围绕发行人自来水供水、污水处理、

燃气销售等市政公用类主营业务开展所配套的必要工程业务。 

报告期内发行人工程类业务中的燃气安装工程业务收入基本保持稳定，给排

水工程收入增长较快，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公司新获取的污水处理厂（BOT）项

目开工建设，以及原先拥有的污水处理厂陆续开始大规模提标改造及扩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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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公司承接的工程业务规模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2019 年末发行人工程施工中库龄在 1 年以上，涉及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上的

工程项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工程类

别 

2019 年

末报表

工程施

工余额 

其中库

龄在 1

年以上

的金额 

合同 

金额 

预计总

成本 

已发生

合同成

本 

2019 年末

施工进度 
未结算原因 

南昌地铁 2 号线

给水管道安装及

迁改工程 

给水管

网施工 
2,636.00 2,247.84 2,043.51 2,600.00 2,536.10 

已完工交

付未竣工

结算 

详见本回复问

题一之

“三、……

（一）南昌 2

号线项目一直

迟延未完工的

具体原因” 

港口大道给水管

道安装工程 

给水管

网施工 
818.00 818.00 1,468.39 1,198.98 756.67 

已完工交

付未竣工

结算 

该项目已送财

审，待政府财

审完成后进行

结算 

灰场路给水管道

及供水管道安装

工程 

给水管

网施工 
602.60 602.60 771.62 709.89 659.00 

已完工交

付未竣工

结算 

该项目由于业

主方自身原因

尚未送审，正

在协调送审

中，待政府财

审完成后进行

结算 

天祥大道南延伸

段给水管道安装

工程 

给水管

网施工 
471.40 282.23 513.56 486.40 471.40 

已完工交

付未竣工

结算 

该项目由于业

主方自身原因

尚未送审，正

在协调送审

中，待政府财

审完成后进行

结算 

昌九快速路给水

管道迁移工程 

给水管

网施工 
124.32 124.32 260.67 234.60 187.72 在建 

该项目尚在建

未最终结算 

地铁 3 号线施尧

路站给水管道迁

改回迁工程 

给水管

网施工 
115.03 115.03 263.41 218.60 180.62 在建 

该项目尚在建

未最终结算 

红角洲厂区道路

排水工程 

给水管

网施工 
114.00 114.00 417.50 399.00 130.00 

已完工交

付未竣工

结算 

该项目已送竣

工结算审计，

待审计完成后

进行结算 

七里岗大道给水

管道工程 

给水管

网施工 
110.07 110.07 250.82 225.72 162.24 在建 

该项目尚在建

未最终结算 

黄家湖西路管改

工程 

给水管

网施工 
103.85 103.85 600.00 540.00 528.85 

已完工交

付未竣工

结算 

该项目由于业

主方原因待送

政府财审 

罗家秦坊村等户

表安装 

户表安

装 
1,458.72 1,458.72 3,147.30 2,245.75 2,225.35 在建 

该项目尚在建

未最终结算 

九龙帝景湾户表

安装工程 

户表安

装 
114.77 114.77 510.00 395.51 393.99 

已完工交

付未竣工

结算 

该项目尚待竣

工结算审计 

创业花园安置小

区户表安装工程 

户表安

装 
241.55 241.55 1,099.20 769.44 665.09 在建 

该项目尚在建

未最终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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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力上园户表安

装工程 

户表安

装 
143.45 143.45 700.51 514.13 503.34 

已完工交

付未竣工

结算 

该项目尚待竣

工结算审计 

绿地 CDE 组团、

FJ 组团一户一表

安装工程 

户表安

装 
147.70 147.70 1,039.38 529.45 516.62 

已完工交

付未竣工

结算 

该项目尚待政

府财审 

南昌万达城住宅

N 区自来水管网

及一户一表工程 

户表安

装 
197.07 171.06 2,192.72 1,754.18 1,723.20 在建 

该项目尚在建

未最终结算 

赣铁九龙府一、

二、三、四期项目

户表安装工程 

户表安

装 
105.31 105.31 1,677.98 1,174.58 1,144.65 在建 

该项目尚在建

未最终结算 

麻丘拆迁安置房

二三四五期

（A1-A6 标）消防

工程 

消防工

程 
103.55 103.55 402.00 301.50 260.33 在建 

该项目尚在建

未最终结算 

上述项目中除南昌地铁 2 号线给水管道安装及迁改工程之外，其余项目的期

末预计总成本均小于合同金额，未发生减值迹象。 

由上表可知，发行人工程施工中库龄在 1 年以上，且已完工交付但未竣工结

算的工程项目主要为给水管网施工类工程，此类工程的结算有自身的特殊性：首

先，此类工程一般均为配合地铁、道路等市政工程建设的配套工程，其工程进度

需要配合主体工程其他部分的工程进度，施工周期一般较长；其次，此类工程均

为市政工程，业主方均为各地政府所有的投资平台公司，其结算流程通常时间跨

度较长，一是该类工程结算牵涉方面较多，如供水管道、电力、燃气、绿化、土

建等，需要各方面均提交结算材料后统一开始办理结算程序，二是结算程序自身

所需时间较长，由于该类项目均需要办理政府财政审计，且多数业主方在移交政

府财政审计前还需进行初审或委托第三方单位初审，而当政府财审完成后业主方

根据财审结果办理结算定案仍需要一定的审核时间。因此，发行人此类工程出现

已完工交付但长期未结算的情况具有特殊性，为受到上述客观条件限制所导致。 

对于工程类业务涉及的工程施工科目的账务处理，行业内通常根据《施工企

业会计核算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

告的一般规定（2014 年修订）》等规则的规定，在“存货”科目下设置“工程施

工”或“已完工尚未结算资产”等子科目，计量期末因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

结算资产，当项目办理最终结算时，将“工程施工”科目金额与“工程结算”科

目金额对冲，该项目结清。经查询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年报，大部分可比上市公

司 2019 年末均存在类似项目（“工程施工”、“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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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核算已完工未结算资产。因此，发行人 2019 年末“工程施工”科目余额反

映已完工未结算的项目资产，符合当时适用的会计准则和行业惯例。 

综上，2019 年末发行人库龄 1 年以上的工程施工余额中，不存在已完工且

已办理最终结算的工程项目，已完工交付但未结算的工程项目未办理竣工结算的

原因具有客观性，发行人的相关账务处理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行业惯例。 

二、上述预付款项对应的具体工程明细，在目前期末工程施工余额的基础

上考虑上述预付款项是否实际发生额超过了预算成本和合同金额，从而导致工

程项目出现减值迹象 

2019 年末，发行人子公司工程公司挂账 1 年以上的大额预付款项达 3,552.69

万元，其债务单位如下： 

位：万元 

序

号 
债权单位 供应商 

与发行人 

关系 

2019 年期末余

额 

1 工程公司 江西中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1,541.90  

2 工程公司 南昌市第六建筑工程公司 非关联方 1,190.45  

3 工程公司 江西百思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440.00  

4 工程公司 江西二十一世纪城建工程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380.34  

合计 3,552.69 

上述预付款项对应的具体工程明细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预付单位 

预付款

项金额 
合同金额 

预计总成

本 

已发生合

同成本 

考虑预付

款项后的

实际发生

额 

1 
港口大道（4-7 标段）给水管

道安装工程 

江西中博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399.00 1,206.56 1,110.78 89.84 488.84 

2 白玉兰路给水管道安装工程 
江西中博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50.00 191.62 155.87 15.22 65.22 

3 湖滨北路给水管道安装工程 
江西中博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50.00 353.27 323.62 240.09 290.09 

4 
规划A6路DN600给水管道工

程 

江西中博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30.00 507.00 456.30 233.38 263.38 

5 
长征路延伸段给水管道安装

工程 

江西中博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9.52 24.00 22.08 9.47 19.00 

6 腾龙大道给水管道安装工程 
江西中博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315.00 1,545.31 1,208.35 890.50 1,205.50 

7 茶园街给水管道安装工程 
江西中博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150.00 274.06 241.18 69.99 2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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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预付单位 

预付款

项金额 
合同金额 

预计总成

本 

已发生合

同成本 

考虑预付

款项后的

实际发生

额 

8 麦园路灯泡厂管道改造工程 
江西中博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15.38 42.31 38.52 21.31 36.69 

9 牛行水厂二期配水管工程 
江西中博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100.00 1,800.00 1,615.13 1,489.89 1,589.89 

10 
天祥大道（洛阳东路至昌南大

道）给水管道工程 

江西中博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南

昌市第六建筑工

程公司、江西百

思特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350.00 2,978.27 2,471.97 2,089.94 2,439.94 

11 
高新区建成道路消火栓增设

工程 

江西中博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23.00 266.30 234.34 146.58 169.58 

12 
南昌市洪都大道快速路给水

管道改造工程 

江西中博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南

昌市第六建筑工

程公司 

200.00 8,756.18 6,454.63 4,923.48 5,123.48 

13 
引赣入湾给水管道安装一期

工程 

江西中博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南

昌市第六建筑工

程公司 

210.00 2,000.00 1,720.00 1,445.74 1,655.74 

14 
建业大道（小微大道-曰修西

路）给水管道工程 

南昌市第六建筑

工程公司 
91.22 632.04 578.92 256.62 347.84 

15 英雄八路给水管道工程 
南昌市第六建筑

工程公司 
153.71 534.34 467.01 281.96 435.68 

16 
洛阳东路（京东大道-广阳路）

给水管道安装工程 

南昌市第六建筑

工程公司 
27.01 291.82 260.08 129.84 156.85 

17 
港口大道给水管道安装（迁

改）工程 

南昌市第六建筑

工程公司 
377.61 1,468.39 1,198.98 756.67 1,134.28 

18 牛行水厂二期浑水管工程 
南昌市第六建筑

工程公司 
150.00 1,200.00 951.14 783.97 933.97 

19 

南昌市轨道交通4号线一期工

程土建施工 02 合同段-工区安

丰站给水管线临迁工程 

南昌市第六建筑

工程公司 
180.90 624.43 518.28 318.81 499.71 

20 红角洲水厂道路排水工程 

江西二十一世纪

城建工程有限公

司 

200.00 417.52 384.12 130.00 330.00 

21 九州高架给水管网迁改工程 

江西二十一世纪

城建工程有限公

司 

180.34 667.38 522.98 173.81 354.15 

22 
城东一路（艾溪湖引水渠至京

东大道）给水管道安装工程 

江西百思特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190.00 988.34 833.96 409.99 599.99 

23 湾里二期给水管道安装工程 
江西百思特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100.00 1,867.74 1,557.35 1,416.90 1,516.90 

合计 3,552.69 28,636.88 23,325.59 16,324.00 19,876.69 

由上表可知，在考虑了上述预付款项后，相关工程项目的实际发生成本均小

于预计总成本，亦小于合同金额，上述工程项目均未出现减值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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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昌 2 号线项目一直迟延未完工的具体原因，追加合同金额是否符合初

始合同招标的约定，申请人在 2 号线改造和搬迁中新增施工内容及施工投入的具

体证据，上述施工内容或投入变更是否已经根据约定向业主方报送并得到业主

方确认，申请人关于不计提跌价准备的相关披露是否充分 

（一）南昌 2 号线项目一直迟延未完工的具体原因 

根据南昌地铁 2 号线项目建设安排，地铁建设施工需要对沿途各站点范围内

涉及的地下给水管道进行迁移以便后续地铁站基坑开挖施工。发行人“南昌地铁

2 号线给水管道安装及迁改工程项目”所涉及的主要建设内容为对地铁各站点涉

及的地下给水管道进行迁移，且部分迁改属于临时迁改工程，需待该站点后续建

设基本完毕后，将迁移的供水管道原位复装。因此，该项目的工程进度需根据南

昌地铁 2 号线的施工进度进行匹配。南昌地铁 2 号线于 2013 年 10 月开工建设，

2019 年 6 月全线通车试运营。 

发行人子公司南昌市自来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南昌地铁 2 号线业主方南

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地铁项目管理分公司）分别于 2013 年 12 月、2014

年 1 月和 2014 年 11 月签订协议，约定由工程公司将地铁 2 号线沿线部分站点的

自来水管道进行重新设计和迁改，合同价格（暂定）合计为 2,043.51 万元。上述

站点的迁改工程已全部于 2019 年 5 月底前主体完工。 

因此，发行人“南昌地铁 2 号线给水管道安装及迁改工程项目”涉及合同约

定的站点均根据南昌地铁 2 号线的施工进度及时完工，未出现迟延未完工的情

况。截至本回复出具日，该项目处于已完工未结算状态，尚未报送业主方开始进

行结算程序。尚未报送的主要原因是南昌地铁 2 号线西站南广场站作为南昌地铁

2 号线与南昌地铁 4 号线（在建）的换乘站，截至本回复出具日，该站点仍有部

分由公司承建的给水管道迁改工程尚未完成，该站点的迁改工程属于业主方对南

昌地铁 2 号线的核算范围，其合同另行签订。因此，根据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

公司的结算办法，需待所有由工程公司承建的南昌地铁 2 号线站点给水管道迁改

工程完工后，由工程公司统一报送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聘请的第三方单位

进行初审，开始竣工结算程序。2020 年 9 月 10 日，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地铁项目管理分公司出具了《关于轨道交通 2 号线相关情况的说明》，对上述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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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进行了确认。 

综上，发行人“南昌地铁 2 号线给水管道安装及迁改工程项目”所核算的工

程内容均根据南昌地铁 2 号线的施工进度及时完工，未出现迟延未完工的情况。

该工程由于客观原因尚未报送竣工结算程序。 

（二）追加合同金额是否符合初始合同招标的约定，申请人在 2 号线改造和

搬迁中新增施工内容及施工投入的具体证据，上述施工内容或投入变更是否已

经根据约定向业主方报送并得到业主方确认，申请人关于不计提跌价准备的相

关披露是否充分 

公司承接“南昌地铁 2 号线给水管道安装及迁改工程项目”系工程公司与南

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地铁项目管理分公司）直接签订相关施工协议，未履

行招投标程序。根据南昌市推进轨道交通建设指挥部【2013】6 号办公例会纪要：

“会议明确，南昌轨道交通 2 号线前期工程（即：交通疏解、绿化迁移、管线迁

改、临水、临电安装、市政设施改迁等）原则上优先给市、区、各产权单位实施”。

发行人作为南昌市自来水管线的产权单位，为配合南昌地铁 2 号线的建设施工要

求，根据会议精神承担南昌轨道交通 2 号线自来水管道迁改工程，无需履行招投

标程序。 

根据发行人子公司南昌市自来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南昌地铁 2 号线业主

方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地铁项目管理分公司）签订的协议，该合同价格

为暂定，其依据的相应预算报告仅做为签订合同的依据，不做为结算依据，最终

合同价格以财政部门最终审计结果为准。 

城市地下给水管道安装与迁移工程的施工存在行业特殊性。由于城市建设历

史原因，城市地下管线情况较为复杂，且通常缺乏地下管网铺设的历史数据资料，

导致地铁工程施工前无法对地下管线迁改工程施工量作出准确计量。南昌地铁 2

号线的部分地铁站点处在南昌市的核心区域，施工过程中会根据地下管网布局的

实际情况，结合施工工期和施工难度对站点的施工内容进行调整，导致管线回迁

的施工量也发生较大变化。因此该项目根据合同约定，以经各方确认记载的实际

发生工程量的现场签证单及工程施工时政府有关部门出具的造价信息计算该类

项目的实际施工投入，并以该计算结果送财政部门审计，确定最终的合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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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公司在“南昌地铁 2 号线给水管道安装及迁改工程项目”的施工过程中，

均根据项目监理要求出具了“现场签证同步记录表”、“工程量签证确认单”，

上述表单均经过施工承包单位（工程公司）、监理单位、造价咨询和业主方（南

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地铁项目管理分公司）确认，作为报送财审的依据。工

程公司关于“南昌地铁 2 号线给水管道安装及迁改工程项目”所实际发生的全部

工程量，均取得了监理单位、造价咨询和业主方的确认。 

本项目部分站点实际发生的工程量超出初始约定的工程量，且后续根据项目

实际需要和业主方的要求新增了部分站点的给水管线迁改施工内容；且合同签署

之时约定合同价款的计价原则为 2006 版《江西省市政工程量消耗定额及单位估

价表》、《南昌建设工程造价信息》的施工当期信息价（签署时为 2013 年版），

由于该项目工期较长，市场价格出现上涨，上述定价依据与工程量实际发生时的

依据存在一定的差异。上述差异导致该项目的实际成本超过了初始约定的合同价

格。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工程公司尚在整理相关材料，对该工程涉及站点的实际

施工金额编制工程结算书，待剩余地铁 2 号线相关工程完工后提交送审。根据工

程公司对部分站点已编制的工程结算书结果，相关站点的送审金额均与协议约定

的合同价格有不同程度的调整，如翠苑路站送审金额为 230.61 万元，初始合同

价格为 116.46 万元；国体中心站送审金额为 213.53 万元，初始合同价格为 100.94

万元；岭北三路站送审金额为 88.57 万元，初始合同价格为 76.48 万元。此外相

比于初始合同的约定范围，工程公司实际施工中还新增了地铁大厦站、南昌火车

站站等站点的供水管线迁改施工工程。根据工程公司出具的说明，其“南昌地铁

2 号线给水管道安装及迁改工程项目”所核算的相关站点的预计送审金额将超过

其实际发生的成本，不存在减值迹象。2020 年 9 月 10 日，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地铁项目管理分公司出具了《关于轨道交通 2 号线相关情况的说明》：“我

司已知悉工程公司关于该项目所实际发生的全部工程量，该工程量由于站点施工

调整和新增站点施工，工程量已超过原合同约定的工程施工量，财审结果将以全

部实际工程量为基础，审计后的最终合同价格将与协议约定的初始合同价格有所

差异，我司将与工程公司根据最终财审结果签订补充协议，确定最终的合同价

格。” 

综上，“南昌地铁 2 号线给水管道安装及迁改工程项目”初始合同明确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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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合同价格以财政部门最终审计结果为准，财政部门最终审计结果以实际发生的

工程投入为依据，发行人在该工程建设中发生的实际工程投入量均经过业主方认

可，并已超过原合同约定的工程施工量，该工程根据相关证据不存在减值迹象，

发行人未计提跌价准备的判断具有合理性。发行人已在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

的募集说明书中对“南昌地铁 2 号线给水管道安装及迁改工程项目”的工程施工

余额未计提跌价准备的原因进行了充分披露，发行人关于不计提跌价准备的相关

披露充分。 

四、结合上述情况，说明申请人关于存货核算的会计基础是否规范，是否

构成本次发行障碍 

报告期内，发行人均对已完工且满足结算条件的工程项目办理了工程结算，

已完工未办理结算的工程项目均由于客观原因未办理结算；发行人对于已完工未

结算资产的账务处理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行业惯例；报告期内发行人工程施工

项目均未出现减值迹象，发行人未计提跌价准备的判断具有合理性。因此，发行

人关于存货核算的会计基础规范，不构成本次发行障碍。 

五、保荐机构及会计师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及会计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1、查阅了发行人有关科目的账务

处理记录和相关会计凭证，复核了发行人的相关计算过程；2、查阅了发行人的

相关协议，发行人编制的工程结算书，相关工程的现场签证同步记录表和工程量

签证确认单等工程原始资料；3、与发行人及业主方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并

获取了发行人和业主方出具的相关说明；4、查阅了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年报。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会计师认为： 

1、2019 年末发行人库龄 1 年以上的工程施工余额中，不存在已完工交付且

已办理结算的工程项目，已完工交付但未结算的工程项目未办理竣工结算的原因

具有客观性，发行人的相关账务处理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行业惯例； 

2、考虑了工程公司挂账 1 年以上大额预付款项后，涉及的工程项目均未出

现减值迹象； 

3、“南昌地铁 2 号线给水管道安装及迁改工程项目” 所核算的工程内容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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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南昌地铁 2 号线的施工进度及时完工，未出现迟延未完工的情况，该工程由

于客观原因尚未报送竣工结算程序。该项目初始合同约定合同价格以财政部门最

终审计结果为准，财政部门最终审计结果以实际发生的工程投入为依据；发行人

在该工程建设中发生的实际工程投入量均经过业主方认可，并已超过原合同约定

的工程施工量，该工程根据相关证据不存在减值迹象，发行人未计提跌价准备的

判断具有合理性，相关披露充分； 

4、发行人关于存货核算的会计基础规范，不构成本次发行障碍。 

问题 2、关于划拨用地。根据申报材料，申请人除南康生活污水处理厂提标

改造工程项目及南昌市红角洲水厂扩建工程项目用地通过出让方式取得外，其

余项目均为划拨（或拟采取划拨）方式取得项目用地。请申请人补充说明并披

露：南康生活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项目及南昌市红角洲水厂扩建工程项目

用地通过出让方式而不是划拨取得的原因，其余项目通过划拨（或拟采取划拨）

方式取得项目用地是否存在相关障碍。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说明核查依据

与过程，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问题回复： 

一、南康生活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项目及南昌市红角洲水厂扩建工程

项目用地通过出让方式而不是划拨取得的原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的规定：

除特定情形可以使用农民集体土地外，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应

当使用国有土地。建设单位使用国有土地的，应当以出让等有偿使用方式取得，

但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和公益事业用地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特定用地，经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后，可以以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 

因此南康生活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项目及南昌市红角洲水厂扩建工程

项目用地通过出让方式取得并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1、南康生活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项目系在原污水处理厂现有土地上建

设，该项目用地已于 2011 年 2 月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康国用（2011）第 31-11-06

号）。因当时政府财政资金调度安排原因，政府指定当地国资公司南康市污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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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限责任公司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根据该项目的特许经营权协议，由洪城环

保在特许经营权期限内无偿使用该土地建设并运营污水处理厂。 

2、南昌市红角洲水厂扩建工程项目用地系部分在原有红角洲水厂项目用地

的基础上建设，并涉及 7 亩新增用地。由于红角洲水厂系发行人自建项目，不涉

及政府资金划拨，本次新增土地系原污水处理厂的扩建工程，因此与原建设用地

的取得方式保持一致，拟采用出让的方式获得本项目的新增用地。 

综上，南康生活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项目及南昌市红角洲水厂扩建工程

项目用地通过（拟通过）出让的方式取得，具有合理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二、其余项目通过划拨（或拟采取划拨）方式取得项目用地是否存在相关

障碍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发行人通过划拨（或拟采取划拨）方式取得项目用地的

情况如下所示： 

项目

类别 
序号 项目名称 土地证办理情况 

污水

处理

项目 

1 南昌市九龙湖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建工程 
未取得土地证，已取得《国有建

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2 
赣州市中心城区白塔污水处理厂一期扩

容、提标改造工程 

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赣市直国

用【2007】第 A2010340 号） 

3 
上高县城市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及扩容

工程 

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敖山国用

【2010】第 0002 号）及不动产权

证（赣【2019】上高县不动产权

第 0004275 号） 

4 赣县区城北生活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 

暂未取得土地证，已取得赣州市

自然资源局颁发的《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 

5 
南城县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

程 

暂未取得土地证，已取得《建设

用地批准证书》 

6 
奉新县城市污水处理厂新建（提标扩容）

工程 

暂未取得土地证，已取得奉新县

规划局出具的选址意见书 

7 樟树市生活污水处理厂三期续建工程 
暂未取得土地证，已取得《建设

用地批准书》 

8 
广昌县污水处理厂扩容及污水污泥提标

改造工程 

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赣

（2020）广昌县不动产权第

0001930 号） 

9 

黎川县生活污水处理厂一期第二步扩容

及水质提标改造和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建

设项目 

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黎国用

（2011）第 006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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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类别 
序号 项目名称 土地证办理情况 

10 
崇仁县生活污水处理厂扩容提标改造项

目 

暂未取得土地证，已取得用地预

审意见 

上表中编号为 2、3、8、9 的四个募投项目均在原有污水处理厂土地上建设，

不涉及新增用地，且相关污水处理厂均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或不动产权证）。

因此，上述编号为 2、3、8、9 的四个募投项目的项目用地不存在法律障碍。 

上表中编号为 1、4、5、6、7、10 的六个募投项目涉及新增用地，均拟采用

划拨的方式取得项目用地，其项目用地的取得不存在法律障碍，具体分析如下： 

（一）污水处理项目采用划拨方式取得项目用地符合国家关于划拨用地的相

关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的规定：

除特定情形可以使用农民集体土地外，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应

当使用国有土地。建设单位使用国有土地的，应当以出让等有偿使用方式取得，

但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和公益事业用地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特定用地，经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后，可以以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 

国土资源部颁布的《划拨用地目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第 9 号）

进一步明确了可以使用划拨用地的建设项目目录范围。根据《划拨用地目录》的

规定，包括雨水处理设施、污水处理厂、垃圾（粪便）处理设施、其它环卫设施

在内的环境卫生设施等属于可以使用划拨用地的建设项目。 

因此，发行人使用划拨用地建设污水处理厂符合划拨用地的有关规定。 

（二）上述划拨用地的取得不存在法律障碍 

上述募投项目未办理土地证的募投项目用地办理进展具体如下： 

1、南昌市九龙湖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建工程项目拟新增使用土地 41.6 亩，该

项目已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取得由南昌市自然资源局颁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地字第 360100201900103），根据规划许可证：本用地项目符合城乡规划

要求；用地性质为环境设施工地。2020 年 6 月 2 日，该项目取得了南昌市自然

资源局颁发的《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编号：H36202001120001）。根据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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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拨决定书之一般规定：“本宗土地属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者拥有划拨建设

用地使用权。”因此，该项目建设用地已明确以划拨方式取得，符合土地政策及

城市规划，募投项目的用地落实风险较小。 

2、赣县区城北生活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拟新增用地约 31 亩，2019 年 4 月

10 日，赣州市国土资源局赣县区分局出具《关于赣县区城北生活污水处理厂工

程建设项目用地的预审意见》（赣县区国土资字【2019】66 号），根据该用地意

见：“一、该项目建设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二、该项目建设拟申请用地总规

模为 31 亩，符合国家政策。”2020 年 7 月 1 日，赣州市国土资源局赣县区分局

出具《关于赣县区成本生活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项目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办理事项

的说明》，根据该说明：“本项目用地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用途符合土地

管理的有关规定；建设使用上述土地不存在法律障碍；本项目用地之国有土地使

用权证的办理不存在法律障碍。”2020 年 8 月 3 日，该项目用地取得赣州市自然

资源局颁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土地取得方式为划拨方式。因此，该项

目建设用地已明确以划拨方式取得，符合土地政策及城市规划，募投项目用地的

土地使用权证正在办理过程中，且办理土地证不存在法律障碍，该募投项目用地

落实风险较小。 

3、南城县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拟新增用地 12.75 亩，2019 年

1 月 28 日，南城县建设局颁发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361021201960004），根据该许可证：“本用地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项目用地

17000 平方米，用地性质为市政公用设施。2019 年 9 月 5 日，南城县自然资源局

颁发了《建设用地批准证书》，明确土地取得方式为划拨。2020 年 7 月 23 日，

南城县自然资源局出具了说明：“一、本项目用地符合南城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土地用途符合土地管理的有关规定，目前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中，本项目建设使用

上述土地不存在法律障碍；二、本项目用地之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办理不存在法

律障碍。”因此，该项目建设用地已明确以划拨方式取得，符合土地政策及城市

规划，募投项目用地的土地使用权证正在办理过程中，且办理土地证不存在法律

障碍，该募投项目用地落实风险较小。 

4、奉新县城市污水处理厂新建（提标扩容）工程拟新增用地 74.62 亩，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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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于 2019 年 7 月 24 日取得了奉新县规划局出具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

字第 201909 号），根据该意见书：“本建设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2020 年 7

月 10 日，该项目取得了奉新县自然资源局颁发的《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编号：H360202003400002）。根据该划拨决定书之一般规定：“本宗土地属国

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者拥有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2020 年 7 月 2 日，奉新县

自然资源局出具《关于奉新县城市污水处理厂新建（提标扩容）工程项目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办理事项的说明》，根据该说明：“本项目用地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土地用途符合土地管理的有关规定；建设使用上述土地不存在法律障碍；本项目

用地之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办理不存在法律障碍。”因此，该项目建设用地已明

确以划拨方式取得，符合土地政策及城市规划，募投项目的用地落实风险较小。 

5、樟树市生活污水处理厂三期续建工程项目拟新增用地 69 亩，2019 年 11

月 3 日，樟树市自然资源局颁发了《建设用地批准书》（樟市（县）【2019】建字

第（1031）号），根据《建设用地批准书》：“本项建设用地业经有权机关批准，

现准予使用土地。土地用途为公共基础设施。”樟树市国有资产管理服务中心已

于 2020 年 8 月 3 日向市政府提交了《关于樟树市生活污水处理厂三期 4 万吨/

天续建工程建设项目用地有偿划拨使用的请示》，目前正在履行审批程序。中介

机构实地走访了该项目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经访谈了解，该项目用于实施本次募

投项目不存在法律障碍，目前相关土地证的办理正在履行政府审批程序。此外，

根据洪城环保与樟树市人民政府签订的该项目特许经营权协议，樟树市人民政府

需合法取得该建设项目厂址范围内的为项目实施所必需的规划用地，并以无偿租

赁方式为洪城环保提供用地。因此，该项目建设用地已明确以划拨方式取得，符

合土地政策及城市规划，募投项目用地的土地使用权证正在办理过程中，且办理

土地证不存在法律障碍，该募投项目用地落实风险较小。 

6、崇仁县生活污水处理厂扩容提标改造项目拟新增用地面积约 42.42 亩，

2019 年 11 月 1 日，崇仁县自然资源局出具《关于县生活污水处理厂扩建提标项

目用地意见》：“该项目不占用基本农田，符合相关产业政策。”2019 年 12 月 16

日，崇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出具《崇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抄告单》（崇府办抄字

【2019】884 号），同意行政划拨建设用地用于该项目建设。崇仁县自然资源局

出具了《关于崇仁县生活污水处理厂扩容提标改造项目用地有关情况说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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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该说明：“本项目用地符合崇仁县土地规划，土地用途符合土地管理的有关规

定，目前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中，本项目建设使用上述土地不存在法律障碍；我局

将继续积极推进本项目用地的办证手续，确保尽快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办理完

毕，本项目用地之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办理不存在法律障碍”。因此，该项目建

设用地已明确以划拨方式取得，符合土地政策，募投项目用地的土地使用权证正

在办理过程中，项目用地落实风险较小。 

综上所述，本次募投项目部分用地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但相关项目用地的

土地使用权正在办理过程中，募投项目用地符合当地土地政策与城市规划，结合

项目所在地土地管理部门出具的说明及相关土地划拨决定书等文件，本次募投其

余项目取得用地不存在法律障碍。  

三、核查依据与过程 

针对本问题，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查阅了本次募投项目建设用地等法律规定；取得了本次募投项目建设用地的

土地权证、土地权证办理过程中的相关文件、证书，并取得了当地土地管理部门

出具的相关说明；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 

四、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认为： 

1、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建设用地中南康生活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项目

及南昌市红角洲水厂扩建工程项目用地通过出让方式（或拟通过出让方式）取得，

具备合理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用地中采用（拟采用）划拨方式取得项目用地，符

合国家关于划拨土地的相关规定，符合当地土地政策与城市规划，募投项目用地

落实的风险较小，项目用地取得不存在法律障碍。 

五、补充披露情况 

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第八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之“五、本次募集资

金建设项目用地情况”中将上述内容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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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3、关于应收账款。报告期内，申请人账龄在 2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占比

分别为 20.27%、24.81%、23.82%和 16.37%。请申请人补充说明并披露：结合

账龄分布分析账龄 2 年以上应收账款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与同行业可比公

司是否一致。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问题回复： 

一、结合账龄分布分析账龄 2 年以上应收账款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与

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一致。 

（一）账龄 2 年以上应收账款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执行新收入准则后，应收账款中

部分应收工程款计入合同资产核算。因此，2020 年 3 月末公司有 30,494.91 万元

的应收工程款计入合同资产科目核算。将 2020 年 3 月末合同资产还原至应收账

款后，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龄分布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 

2020.03.31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1 年以内 59,117.91 66.16 51,087.48 62.80 46,724.63 63.16 29,094.31 50.09 

1 至 2 年 9,440.11 10.56 10,890.43 13.39 8,896.45 12.03 17,215.79 29.64 

2 至 3 年 7,822.44 8.75 5,635.50 6.93 12,785.19 17.28 9,092.02 15.65 

3 至 4 年 5,458.49 6.11 10,054.73 12.36 3,025.27 4.09 1,245.30 2.14 

4 至 5 年 4,017.82 4.50 1,441.45 1.77 1,101.09 1.49 734.39 1.26 

5 年以上 3,504.41 3.92 2,244.45 2.76 1,445.18 1.95 706.78 1.22 

合计 89,361.18 100.00 81,354.04 100.00 73,977.82 100.00 58,088.58 100.00 

报告期内，考虑合同资产的影响后，公司账龄在 2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占比分

别为 20.27%、24.81%、23.82%和 23.28%，主要系应收工程款，波动较为平稳。

2018 年公司账龄在 2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占比有所上升，主要是由于 2016 年公司

实施的新建县工业三路、武阳创业园起步区近期治捞工程等项目所涉应收账款账

龄增加所致，相关项目的应收账款合计约为 5,691.84 万元。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 1-3 月，公司账龄在 2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占比基本稳定。 

报告期内，公司账龄在 2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金额有所上升，主要是由于给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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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程项目的竣工决算耗时较长，公司部分前期执行的工程项目尚未完成决算审

计，导致部分应收工程款账龄较长。此外，随着《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

动方案（2019—2021 年）》等一系列政策出台，报告期内公司污水处理业务及相

关污水处理厂建设工程项目逐年增加，使得公司给排水工程业务持续增长。结合

给排水工程业务应收账款确认、款项回收的方式及特点，在给排水工程业务收入

增长较快的情况下，给排水工程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增加较多且部分应收账款账

期较长。 

（二）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比较情况 

根据可比上市公司年度报告，部分可比上市公司 2017 年、2018 年仅披露了

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账龄，未披露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

款账龄，而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账龄一般较长，因此，假定单独计提坏

账准备的应收账款账龄均在 2 年以上，对同行业可比公司 2017 年和 2018 年的账

龄结构进行调整。经上述调整，公司账龄 2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占比与同行业可比

公司的比较情况如下： 

证券简称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8 年度 

（调整后） 
2017 年度 

2017 年度 

（调整后） 

中原环保 2.07% 0.17% 0.17% 0.18% 0.18% 

兴蓉环境 26.96% 23.79% 29.34% 27.12% 31.04% 

渤海股份 30.15% 19.25% 19.26% 5.97% 5.97% 

中山公用 6.67% 17.97% 17.97% 10.96% 10.96% 

首创股份 13.44% 7.93% 71.13% 7.47% 72.88% 

武汉控股 59.94% 0.00% 0.00% 0.00% 0.00% 

国中水务 22.30% 26.47% 87.47% 26.11% 87.34% 

钱江水利 10.31% 12.82% 14.92% 12.74% 12.84% 

创业环保 3.01% 1.13% 1.13% 4.76% 88.52% 

重庆水务 8.10% 8.34% 8.34% 8.00% 8.00% 

江南水务 30.86% 2.56% 3.65% 1.83% 1.92% 

绿城水务 6.10% 8.71% 67.99% 11.17% 78.89% 

海峡环保 0.55% 0.04% 0.04% 0.00% 0.00% 

算术平均值 16.96% 9.94% 24.72% 8.95% 30.66% 

洪城水业 23.82% 24.81% 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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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数据来源为可比上市公司 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年度财务报告； 

注 2：根据《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 年 6 月修订）》之问题 31 的规定，同行业可

比上市公司为最近一期末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中，同一行业大类代码（水的生产和

供应业（D46））下的所有公司； 

2017 年，公司账龄 2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占比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2018 年

和 2019 年占比均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这主要是由于公司给排水工程业务的收

入占比波动，且此类业务具有产生应收账款较多、账龄较长的特点所致。 

此外，鉴于同行业可比公司未披露 2017 年、2018 年应收账款整体账龄分布

情况。因此以 2019 年为例，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及

账龄 2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比较情况如下： 

证券简称 应收账款余额（万元） 
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 

账龄 2年以上的应收账

款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中原环保 39,892.15 22.93% 0.47% 

兴蓉环境 143,494.19 29.66% 8.00% 

渤海股份 66,027.70 34.78% 10.49% 

中山公用 44,108.39 19.87% 1.33% 

首创股份 389,382.61 26.12% 3.51% 

武汉控股 238,786.22 156.12% 93.58% 

国中水务 22,609.62 42.04% 9.37% 

钱江水利 8,448.07 7.19% 0.74% 

创业环保 257,372.00 90.26% 2.72% 

重庆水务 104,388.95 18.51% 1.50% 

江南水务 18,676.91 18.83% 5.81% 

绿城水务 17,881.52 11.74% 0.72% 

海峡环保 46,988.78 73.36% 0.40% 

算术平均值 107,542.85 42.42% 10.66% 

洪城水业 81,354.04 15.12% 3.60% 

注 1：数据来源为可比上市公司 2019 年年度财务报告； 

注 2：根据《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 年 6 月修订）》之问题 31 的规定，同行业可

比上市公司为最近一期末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中，同一行业大类代码（水的生产和

供应业（D46））下的所有公司； 

公司一贯重视应收账款管理。2019 年度，整体上公司应收账款的金额及占

营业收入的比例均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平均水平，其中，账龄 2 年以上的应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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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款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也远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公司应收账款质量良好。 

综上，报告期内由于工程业务收入发生变动，发行人账龄 2 年以上应收账款

占比出现波动，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平均

水平。公司应收账款质量良好。 

二、保荐机构和会计师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及会计师核查了发行人的业务模式及应收账款账龄分布情况，查阅

了可比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账龄分布、工程类业务收入占比并进行了比较。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会计师认为：发行人账龄 2 年以上应收账款的波动具备

合理性；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及账龄 2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均低于

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平均水平。公司应收账款质量良好。 

三、补充披露情况 

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第七节 管理层讨论分析”之“一、财务状况分析”

之“（一）资产状况”中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补充披露。 

问题 4、关于关联采购。报告期内，申请人向关联方给排水建材、赣江工贸、

永修工贸、福兴能源、思创机电采购商品或服务金额较大。请申请人补充说明

并披露：上述商品及服务采购价格与市场价格差异情况及其合理性。请保荐机

构及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问题回复： 

一、上述商品及服务采购价格与市场价格差异情况及其合理性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给排水建材、赣江工贸、永修工贸、福兴能源、思

创机电采购商品或服务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0 年 1-3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给排水建材 

球墨管、PPR 管

等 
2,127.05 15,666.67 17,009.39  12,572.34 

闸阀改造材料 - 546.96 - - 

赣江工贸 
水表、配件及工

程物资 
180.97 967.96 1,052.85  1,97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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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0 年 1-3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永修工贸 原材料、聚合铝 189.67 813.91 741.93  677.46 

福兴能源 
无线远传水表抄

表装置 
301.61 3,385.69 2,617.63  1,661.81 

思创机电 

机电设备 30.97 26.43 53.26  69.43 

在线运维费、机

电维修保养费 
121.21 1,666.36 1,100.18  780.64 

（一）给排水建材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向关联方给排水建材采购球墨铸铁管、阀门、衬塑管

等给排水材料。由于发行人给排水业务所需材料种类繁多，导致供应商的数量较

多，为便于对供应商集中管理，提高采购效率，保证原材料的质量水平，发行人

通过公开招标比选方式，确定给排水建材为中标人，向给排水建材统一采购相关

物资材料。 

2017 年至 2019 年，根据给排水建材的销售数据及相关合同，给排水建材向

发行人销售的主要材料球墨铸铁管、衬塑管的平均单价与其向第三方销售的平均

单价比较情况如下： 

交易

内容 
规格型号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关联交易

价格 

第三方销

售价格 

关联交易

价格 

第三方销

售价格 

关联交易

价格 

第三方销

售价格 

球墨

铸铁

管 

DN100 等

12 个规格

型号 

5,656.29

元/吨 

5,594.75

元/吨 

5,595.81

元/吨 

5,534.93

元/吨 

5,036.96

元/吨 

4,982.15

元/吨 

衬塑

管 

DN20 等

13 个规格

型号 

137.41 

元/米 

139.92 

元/米 

151.21 

元/米 

149.57 

元/米 

134.29 

元/米 

132.83 

元/米 

给排水建材向发行人销售的球墨铸铁管、衬塑管的平均单价与其向第三方销

售的单价差异较小。因此，发行人向给排水建材采购相关物资材料的价格参照市

场价格定价，相关采购价格公允，采购价格与市场价格不存在显著差异。 

（二）赣江工贸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向关联方赣江工贸采购机械水表。2017 年，发行人

与赣江工贸谈判确定合作事宜，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经双方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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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和 2019 年，相关采购项目以邀请招标的方式进行，投标人除赣江工贸外

均为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公司，投标过程中各投标人参照市场价格报

价，公司通过公开招标比选确定中标人及采购价格。赣江工贸中标后成为发行人

机械水表的供应商。2018 年-2019 年，发行人向赣江工贸采购主要商品的中标总

价与第三方投标报价的比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份 关联方中标价格 A 第三方供应商平均报价 B 差异率 (A-B)/B 

2018 年 1,349.28 1,395.37 -3.30% 

2019 年 409.72 460.75 -11.08% 

发行人向赣江工贸的采购价格与第三方供应商平均报价的差异较小，发行人

向赣江工贸的采购价格与市场价格不存在显著差异。 

（三）永修工贸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向关联方永修工贸采购聚合氯化铝，聚合氯化铝是污

水处理所需的主要原材料。2017 年，发行人与永修工贸谈判确定合作事宜，交

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经双方协商确定。2018 年和 2019 年，相关采购项目以

邀请招标的方式进行，投标人除永修工贸外均为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公

司，投标过程中各投标人参照市场价格报价，公司通过公开招标比选确定中标人

及采购价格。2018 年-2019 年，发行人向永修工贸采购主要商品的中标总价与第

三方投标报价的比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份 关联方中标价格 A 第三方供应商平均报价 B 差异率 (A-B)/B 

2018 年 819.00 836.50 -2.09% 

2019 年 786.60 795.57 -1.13% 

发行人向永修工贸的采购价格与第三方供应商平均报价的差异较小，发行人

向永修工贸的采购价格与市场价格不存在显著差异。 

（四）福兴能源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向关联方福兴能源采购无线远传水表抄表装置。由于

发行人现有水表中远传抄表装置搭载了福兴能源供应的复合式传感器、无线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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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显示器等，福兴能源的产品技术成熟、远传抄表通讯费用较低，根据双方合

作的实际情况、技术运用情况等，更换供应商会增加额外的采购和技术对接成本。

因此，报告期内发行人相关采购项目以单一来源谈判的方式进行，谈判过程中福

兴能源参照市场价格向发行人报价。2017 年至 2019 年，以福兴能源向发行人销

售的主要产品 DN15-20 远程抄表套件为例，关联交易的采购单价与福兴能源向

无关联客户销售的平均单价的比较情况如下： 

单位：元/件 

年份 关联采购价格 A 无关联客户平均售价 B 差异率 (A-B)/B 

2017 年 388.00 396.00 -2.02% 

2018 年 388.00 399.00 -2.76% 

2019 年 388.00 399.75 -2.94% 

发行人向福兴能源的采购价格与市场价格不存在重大差异。 

（五）思创机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向关联方思创机电采购自动监测运维服务，服务内容

包括水质采样与检测、数据传输、故障维修等。相关采购项目以邀请招标的方式

进行，投标人除思创机电外均为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公司，投标过程中

各投标人参照相关服务所需人力、物力水平提出市场化报价，公司通过公开招标

比选确定中标人及采购价格。思创机电中标后成为发行人监测运维服务的供应

商。2017 年-2019 年，发行人向思创机电商品采购主要服务的中标价格与第三方

投标报价的比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份 关联方中标价格 A 第三方供应商平均报价 B 差异率 (A-B)/B 

2017 年 966.12 983.09 -1.73% 

2018 年 966.12 983.09 -1.73% 

2019 年 1,623.68 1,639.00 -0.93% 

发行人向思创机电的采购价格与第三方供应商平均报价的差异较小，发行人

向思创机电的采购价格与市场价格不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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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荐机构及会计师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及会计师查阅了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关联采购明细，取得并查阅了发

行人相关关联采购的招投标相关材料或单一来源谈判材料等，查阅了相关关联方

报告期内的销售数据，查阅了给排水建材与无关联客户的销售合同，查阅了福兴

能源与无关联客户的销售合同，了解发行人与相关供应商的合作模式，分析关联

方中标总价与第三方供应商的平均报价的差异情况。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会计师认为：发行人向关联方给排水建材、赣江工贸、

永修工贸、福兴能源、思创机电采购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与市场价格不存在显著差

异，相关交易具备合理性。 

三、补充披露情况 

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第五节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之“二、关联方及

关联交易情况”之“（三）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中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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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告知函有关问题的回复》之盖章页）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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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西洪城水业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告知函有关问题的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赵志丹                      包建祥 

 

 

 

保荐机构总经理： 

____________ ____ 

朱春明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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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告知函回复的全部内容，了

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

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告知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总经理： 

_________________ 

朱春明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