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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97          证券简称：铁汉生态          公告编号：2021-040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日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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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根据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铁汉生态”）

日常经营需要，公司及子公司预计2021年将与中节能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节能保理”）发生总额不超过43,000万元的日常关联交易；与深圳市华汉智慧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汉智慧”）发生总额不超过4,500万元的日常关联交易；与梅州

市华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汉地产”）发生总额不超过10,500万元的

日常关联交易。 

具体交易合同由交易双方根据实际发生情况在预计金额范围内签署。 

2、2021年4月2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杨鹤峰先生、李强先生、谢斐女士、郭子丽女士、李冬霞女士、刘水先生作为关

联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回避表决。   

3、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刘水先生在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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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发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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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关联人开

展保理融资

业务 

中节能商业

保理有限公

司 

融资业务 
参照市场价

格公允定价 
43,000 27,000 

向关联人采 

购工程服务 

深圳市华汉

智慧科技有

限公司 

工程施工 
参照市场价

格公允定价 
4,500 2,774.22 

向关联人提

供设计施工

服务 

梅州市华汉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为关联人提供

设计施工服务 

参照市场价

格公允定价 
10,500 1,27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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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弱电

一体化工

程服务 

深圳市华汉

智慧科技有

限公司 

工程施工 2,774.22 3,200 0.87% -13.31% 

2020年4月29日 

2020年8月28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

m.cn)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深圳市铁汉

人居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 

购买空气净

化器等产品 
28.46 200 0.01% -85.77% 

2020年4月29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

m.cn) 

向关联人

提供设计

施工服务 

凤冈县茶心

谷文化主题

酒店有限责

任公司 

为酒店提供

设计施工服

务 

196.81 200 0.05% -1.6% 

2020年4月29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

m.cn) 

向关联人

采购设计

施工服务 

江西省江汉

生态环境工

程有限公司 

分包项目给

关联人 
14.47 800 0.005% -98.19% 

2020年4月29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

m.cn) 

向关联人

提供设计

施工服务 

梅州市华汉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为关联人提

供设计施工

服务 

1,271.45 19,000 0.3% -93.31% 

2020年4月29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

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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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适用） 

公司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存在较大差异的主要原因为公司2020年度

业务放缓，相关关联交易的发生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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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适

用） 

公司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存在较大差异的主要原因为公司2020年度

业务放缓，相关关联交易的发生不及预期。 

公司2020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 的规定，定价公允，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要，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所有股东利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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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中节能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节能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勇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海铁大道288号201-14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5-12-28 

经营范围：以受让应收账款的方式提供贸易融资；应收账款的收付结算、管理与

催收；销售分户（分类）账管理；客户资信调查与评估；相关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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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财务状况：截至2020年9月30日，中节能保理资产总额613,930,004.74元,净资

产 343,714,564.29元。 2020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30,254,994.28元，净利润

16,729,476.23元。 

3、关联关系：中节能保理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节能的控股孙公司，按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公司与中节能保理属于受同一法人控制的

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4、中节能保理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处于良好状态，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

不存在无法正常履约的风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深圳市华汉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华汉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钟东辉 

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香岭社区深南大道8000号建安山海中心24D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7-2-9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计算机软硬件开发及系统集成，数据库、网络技术

开发及服务，计算机网络产品的设计、研发和销售，电子产品设计、研发和销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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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设备的设计、研发和销售及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

须批准的项目除外）；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

工、维修；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与施工；工业自动化系统的设计与上门安装；专业音

响、灯光、多媒体显示、会议公共广播设备、闭路监控设备的购销和上门安装；城市

智慧照明规划设计及相关系统的研发与工程施工，景观、亮化、室内外照明系统的研

发、设计与工程施工，机电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水利水电工程的设计与施工（以上须

取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资质证书方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

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2、财务状况：截至2020年12月31日，华汉智慧的总资产85,093,982.17元、净资

产 -2,821,479.65元 ,2020年度 ,华汉智慧营业收入 35,938,974.3元、净利润

8,004,309.4元。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联席董事长刘水先生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曾为华汉智慧的董事长，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华汉智慧为公司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 

华汉智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根据公司的判断，华汉智慧具备履约能力。 

（三）梅州市华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梅州市华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让仁 

注册资本：2,600万人民币 

住所：梅州市梅县区剑英大道西铁汉华翰林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15-11-20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实业投资；信息咨询；批发零售业；货

物及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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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财务状况：截至2020年12月31日，华汉地产的总资产667,730,502.52元、净资

产-77,222,462.9元,2020年度，华汉地产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24,448,384.16元。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联席董事长刘水先生为华汉地产的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http://www.szse.cn/main/files/2014/12/25/%E6%B7%B1%E5%9C%B3%E8%AF%81%E5%88%B8%E4%BA%A4%E6%98%93%E6%89%80%E5%88%9B%E4%B8%9A%E6%9D%BF%E8%82%A1%E7%A5%A8%E4%B8%8A%E5%B8%82%E8%A7%84%E5%88%99%EF%BC%882014%E5%B9%B4%E4%BF%AE%E8%AE%A2%EF%BC%89.pdf
http://www.szse.cn/main/files/2014/12/25/%E6%B7%B1%E5%9C%B3%E8%AF%81%E5%88%B8%E4%BA%A4%E6%98%93%E6%89%80%E5%88%9B%E4%B8%9A%E6%9D%BF%E8%82%A1%E7%A5%A8%E4%B8%8A%E5%B8%82%E8%A7%84%E5%88%99%EF%BC%882014%E5%B9%B4%E4%BF%AE%E8%AE%A2%EF%BC%8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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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股票上市规则》，华汉地产为公司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 

华汉地产经营情况正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根据公司的判断，该公司具备履约

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及子公司预计2021年将与中节能保理发生总额不超过43,000万元的日

常关联交易、华汉智慧发生总额不超过4,500万元的日常关联交易；与华汉地产发生总

额不超过10,500万元的日常关联交易。 

具体交易合同由交易双方根据实际发生情况在预计金额范围内签署。 

1、公司及子公司与中节能保理开展融资业务； 

2、公司及子公司主要向华汉智慧采购工程服务； 

3、公司及子公司向华汉地产提供设计施工服务。 

公司及子公司与中节能保理、华汉智慧、华汉地产的日常关联交易，以市场价格

为基础，根据自愿、公平、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的原则达成交易协议。双方按市场公

允价格执行。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关联交易协议由公司及子公司与各相关关联方根据实际发生的业务情况签署。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需要，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况。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的发生

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

会审议，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根据2021年度日常经营需要，对公司各环节与日

常经营相关的各项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预计，2021年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遵循平等、

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业务不会因此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

司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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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价格的确定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

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其非关联方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预

计事项按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该事项将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也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中信建投证券经核查后对上述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5、《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