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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2023 年，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主要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为（1）公司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2）公司向关联人采购燃料和动力；（3）

公司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涉及的主要关联人为天津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天

津市华泰龙淡化海水有限公司、天津塘沽中法供水有限公司、天津水务集团滨海

水务有限公司大港油田水务分公司、天津市自来水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津港水务

有限公司、天津津滨威立雅水业有限公司、天津市津北水务有限公司。 

2023 年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58,477.81 万元，上一年同类交易实际发生总金

额 56,314.99 万元。 

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20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议案表决结果为 5 票同意，0 票反对，

0 票弃权。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赵力、王新玲、王立林、侯双江在本

议案的审议中回避表决。公司的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

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天津兴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天

津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将在本议案的审议中回避表决。 

2、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预计 2023 年发生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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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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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 

天津水务集团有

限公司 
水费 物价文件 33,083.39 32,609.72 

天津市华泰龙淡

化海水有限公司 
水费 政府定价 3,465.11 2,819.44 

天津市自来水集

团有限公司 
水费 物价文件 314.25 224.81 

小计 - - 36,862.75 35,653.97 

向关联人

采购燃料

和动力 

天津水务集团有

限公司 
电费 物价文件 251.86 206.78 

小计 - - 251.86 206.78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商品 

天津津滨威立雅

水业有限公司 
水费 物价文件 412.50 558.34 

天津水务集团滨

海水务有限公司

大港油田水务分

公司 

水费 物价文件 2,176.40 2,020.62 

天津津港水务有

限公司 
水费 物价文件 1,360.00 1,146.37 

天津塘沽中法供

水有限公司 
水费 物价文件 15,371.38 14,822.55 

天津市津北水务

有限公司 
水费 协商定价 2,042.92 1,906.36 

小计 - - 21,363.20 20,454.2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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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材

料 

天津水务集团

有限公司 
水费 32,609.72 34,931 91.46% -6.65% 

详细内

容见公

司分别

于
2021

天津市华泰龙

淡化海水有限

公司 

水费 2,819.44 5,928 7.91% -5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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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自来水

集团有限公司 
水费 224.81 194 0.63% 15.88% 

年 12

月 14

日和
2022

年 4 月

30 日，

在巨潮

资讯网

披露的

《关于

日常关

联交易

预计的

公告》

和《关

于补充

预计日

常关联

交易的

公告》。 

小计 - 35,653.97 41,053 100.00% -13.15% 

向关

联人

采购

燃料

和动

力 

天津水务集团

有限公司 
电费 206.78 272 100.00% -23.98% 

小计 - 206.78 272 100.00% -23.98% 

向关

联人

销售

产

品、

商品 

天津津滨威立

雅水业有限公

司 

水费 558.34 1,238 2.73% -54.90% 

天津水务集团

滨海水务有限

公司大港油田

水务分公司 

水费 2,020.62 2,670 9.88% -24.32% 

天津津港水务

有限公司 
水费 1,146.37 1,421 5.60% -19.33% 

天津塘沽中法

供水有限公司 
水费 14,822.55 16,689 72.47% -11.18% 

天津市津北水

务有限公司 
水费 1,906.36 1,353.65 9.32% 40.83% 

小计 - 20,454.24 23,371.65 100.00% -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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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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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一）天津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与绍兴道交口东北侧海汇名邸 3 号楼北塔

8 层。 

注册资本：8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文运。 

营业范围：在市政府授权范围内负责城市水务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负责对

本市原水经营、自来水运营、环保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与管理服务；资产

经营管理（金融资产除外）；市级重点水务工程的融资、投资、建设及管理；水

利及市政工程设计、施工与监理；水利发电、水利科技成果转化、技术咨询、节

水技术开发、科研设计与服务、水环境监测；电力、机电设备的安装、调试与维

修；水务相关配套产品的生产销售；濒水土地整理和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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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天津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

20,070,542,594.40 元，净资产为 8,914,680,338.50 元；2022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为 1,363,225,482.85 元，净利润为-212,409,550.56 元。（未经审计） 

（二）天津市华泰龙淡化海水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汉南路 260 号 

注册资本：16693.81 万元 

法定代表人：伏久利 

营业范围：淡化海水的工程建设、运营、维护、服务、咨询。（国家有专营

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天津市华泰龙淡化海水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

356,716,036.98 元，净资产为-208,632,884.66 元；2022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38,485,030.75 元，净利润为-30,866,961.08 元。（未经审计） 

（三）天津塘沽中法供水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福建路 60 号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龚淑艳 

营业范围：在特许经营区域内生产、销售饮用水、水厂和配套设施建设与经

营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市政工程施工；供排水管道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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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天津塘沽中法供水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

568,149,993.92 元，净资产为 34,203,750.56 元；2022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1,946,786,063.22 元，净利润为 235,022,379.54 元。（未经审计） 



（四）天津水务集团滨海水务有限公司大港油田水务分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大港油田港西大道与幸福路交口北 500 米 

法定代表人：阮军 

营业范围：给排水设施工程施工、维护及相关工程、设计、技术咨询；管道

设备、设施租赁；供水；污水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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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天津水务集团滨海水务有限公司大港油田水务分

公司的总资产为 248,891,978.87 元，净资产为 33,426,654.11 元；2022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为 136,674,499.85 元，净利润为-1,482,482.43 元。（未经审计） 

（五）天津津港水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街旭日路 533-6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孟繁强 

营业范围：自来水供应；中水处理及供应；污水处理；给排水工程施工；供

水设施维护；供水设施及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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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天津津港水务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 227,069,940.71

元，净资产为 44,684,348.98 元；2022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83,689,147.22 元，

净利润为 1,897,660.39 元。（未经审计） 

（六）天津市自来水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和平区建设路 54 号 

注册资本：15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翟宝海 

营业范围：自来水生产、销售、资产经营和资本运营；自来水二次供水设备

制造、二次供水设施及相关资产管理、运营维护和技术服务；给排水基础设施工

程的设备安装和技术咨询；给排水机电设备、管材制造、销售；节水新技术开发

和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软件设计、安装、咨询；表具、管材、管件及商品批发、

零售业务；再生水制造、销售；海水净化、淡化处理和销售；高低压输变电和供

电设施的检测、试验；机电设备安装、调试、维修；设备、设施及房屋租赁；光

伏发电。（以上经营范围内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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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天津市自来水集团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

10,278,034,750.05 元，净资产为 1,623,929,749.19 元；2022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为 2,798,928,404.96 元，净利润为 6,366,964.92 元。（未经审计） 

（七）天津津滨威立雅水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东丽区津塘公路 4 号桥新乡路 2 号 

注册资本：126582.38 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克增 

营业范围：从事城市供水的经营、服务和投资；提供水务技术咨询及水务工

程服务等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天津津滨威立雅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

3,970,163,041.65 元，净资产为 1,551,990,966.45 元；2022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为 1,627,542,388.84 元，净利润为 68,972,891.65 元。（未经审计） 

（八）天津市津北水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北辰区双口镇后堡村村委会 302 

注册资本：37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韩勇 

营业范围：自来水生产与供应；各类工程建设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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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工程

管理服务；环境保护监测；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津北水务的总资产为

1,862,847,132.22 元，净资产为 394,429,623.57 元；2022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215,664,135.25 元，净利润为 25,895,855.26 元。（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序号 关联方名称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1 天津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序号 关联方名称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2 天津市华泰龙淡化海水有限公司 水务集团实际控制的公司。 

3 天津塘沽中法供水有限公司 水务集团实际控制的公司。 

4 
天津水务集团滨海水务有限公司

大港油田水务分公司 
水务集团实际控制的公司。 

5 天津津港水务有限公司 水务集团实际控制的公司。 

6 天津市自来水集团有限公司 水务集团实际控制的公司。 

7 天津津滨威立雅水业有限公司 水务集团实际控制的公司。 

8 天津市津北水务有限公司 水务集团实际控制的公司。 

3、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各关联人均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关联交易均按关

联交易协议约定按时履行，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为：（1）公司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

（2）公司向关联人采购燃料和动力；（3）公司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2、定价依据 

公司与各关联单位之间的关联交易，相关的费用及支付方式遵循政府指导的

物价文件或协商定价。 

3、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公司下属公司根据历史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以及本年度的经营计划

测算相关关联交易的金额。相关协议由本公司下属公司与交易方协商签订。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根据实际交易需要所产生的，是在公平、互利的基

础上进行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

赖，也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良的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定价遵循政府指导的物价文件定价或协商定价，定价方

法客观、公允，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符合上市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且符合监管部门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预计了日常关联交易，相关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正

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关联交易均按关联交易协议约定按时履行，具备良好的

履约能力。关联交易均遵循政府指导的物价文件定价或协商定价，并遵循公平、

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方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该议

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事

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特此公告。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