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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和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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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均为公司或公司控

股子公司与参股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允、合理的原则，不影响公司

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一、关联交易概述 

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通源环境”）根

据公司业务发展和生产经营的需要，在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基础上拟增

加对参股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3,110.00 万元。同时根据 2021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及执行情况，公司 2022 年度预计与关联方发生总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 3,900.00 万元的日常关联交易。 

二、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和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事项发表了事先认可意见，并在董事会上发表明确的独

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拟增加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和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均为公司开展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相关交易遵循协商一

致、公平交易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利益。关联交易对公司的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任何不利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

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涉及总金额预计达到 7,010.00 万元，且占上市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或市值 1%以上，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增加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原预计

2021年度

交易金额 

本次拟增

加交易金

额 

本次增加

后预计

2021 年度

交易金额 

本年年初至

9月 30 日与

关联人累计

已发生交易

金额 

2021 年度

日常关联

交易增加

的原因 

工程

服务 

安徽和通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和通环境”） 

3,500.00 500.00 4,000.00 2,553.03 
根据项目

进展情况 

崇左市金投环境水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崇左金投”） 

1,500.00 2,500.00 4,000.00 1,421.74 
新承接项

目 

安徽东华通源生态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东华通源”） 

- 70.00 70.00 - 
新承接项

目 

商品

销售 
东华通源 - 40.00 40.00 - 新增业务 

合计 - 5,000.00 3,110.00 8,110.00 3,974.77 - 

注：以上数据均为不含税金额，其中 2021年 1-9月关联交易金额未经审计。 

（三）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

金额 

占同

类业

务比

例（%） 

2021年 1-9

月实际发

生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

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工程 和通环境 2,000.00 2.34 2,553.03 2.99 根据项目进展情况 



服务 崇左金投 1,000.00 1.17 1,421.74 1.67 根据项目进展情况 

咨询

服务 

东华通源 500.00 0.59 244.00 0.29 - 

广西金投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金投环境”） 

200.00 0.23 45.60 0.05 - 

商品

销售 
东华通源 200.00 0.23 - - - 

合计 - 3,900.00 4.57 4,64.37 5.00 - 

注：表中“占同类业务比例”计算基数为公司 2020年度经审计的同类业务数据。 

三、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和通环境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安徽和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福德 

注册资本 16,581.21 万元 

成立日期 2018年 7 月 9日 

住所/主要办公地点 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历阳镇和州北路 96号 

主营业务 
水污染治理、水系综合治理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及技

术服务 

主要股东 
安徽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占比 67.51%，和县和

州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占比 17.49%，公司占比 15.00% 

经审计的 2020 年度

主要财务数据 

总资产 19,655.13 万元，净资产 8,287.89万元，净利

润-0.04万元 

2、关联关系：和通环境系公司参股公司。 

3、履约能力：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根据关联交易方的财务状况，

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能严格遵守合同约定。 

（二）崇左金投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崇左市金投环境水务有限公司 

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 江沛 



注册资本 6,849.62 万元 

成立日期 2019年 9 月 29日 

住所/主要办公地点 
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友谊大道中段西侧龙胤

财富广场三期（财富中心）805号房 

主营业务 

生活、工业污水的处理，污水厂、泵站的建设和管理，

污水水质检测，污水管网、污水泵站等排水设施的运营

管理 

主要股东 

广西金投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占比 59.00%，广西崇左市

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占比 40.00%，公司占

比 1.00% 

经审计的 2020 年度

主要财务数据 

总资产 3,634.14 万元，净资产 3,616.26万元，净利润

0.00元 

2、关联关系：崇左金投系公司参股公司。 

3、履约能力：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根据关联交易方的财务状况，

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能严格遵守合同约定。 

（三）东华通源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安徽东华通源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林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5年 11 月 25日 

住所/主要办公地点 
淮南市潘集区平圩镇平圩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办公楼 407

室/淮南市潘集区平圩镇平圩电厂西路 

主营业务 工业废弃物收集、处理及综合利用，土地土壤修复 

主要股东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占比 41.00%，福建金石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占比 10.00%，北京信力达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占比 10.00%，公司占比 39.00% 

关联关系 公司参股公司 

经审计的 2020 年度

主要财务数据 

总资产 29,098.08 万元，净资产 9,800.00 万元, 净利

润 0.00 万元 

2、关联关系：崇左金投系公司参股公司。 

3、履约能力：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根据关联交易方的财务状况，

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能严格遵守合同约定。 



（四）广西金投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广西金投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谢书华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8年 03 月 29日 

住所/主要办公地点 

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金海路 20号南宁

综合保税区商务中心 1号楼 3层 3-06号/南宁市青秀区

东葛路 96 号天筑鑫城 21层 

主营业务 
环境保护技术的研发、咨询、应用服务及项目投资；环

境综合治理及生态修复；固体、危险废物的经营 

主要股东 
广投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占比 35.00%，广西瀚蓝科

技有限公司占比 32.50%，公司占比 32.50% 

关联关系 公司参股公司 

经审计的 2020 年度

主要财务数据 

总资产 23,041.36 万元，净资产 6,463.94万元，净利

润 460.16 万元 

2、关联关系：广西金投系公司参股公司。 

3、履约能力：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根据关联交易方的财务状况，

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能严格遵守合同约定。 

四、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向关联方提供工程服务

和咨询服务，以及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交易价格均经交易双方友好协

商，其中工程服务依据 PPP项目中标通知书的中标价格，根据工程量确定；咨询

服务依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商品销售依据成本及市场公允价格确定。 

五、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以正常生产经营业务为基础，交易价

格公允、合理，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

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通源环境增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和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关联

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上述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属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业务需要，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未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上市公司亦不会因此类

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增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额度和 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2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