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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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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

计 2023 年度将与关联方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以下统称“广晟集团”）、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以下统称“汇鸿集团”）、欧晟绿色燃料（揭

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揭阳欧晟”）、惠州东江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江威立雅”）、广东安佳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佳泰”）发生向关联方购销产品、

提供及接受劳务等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将不超过人民币 27,800.00 万元（不含税）。 

2023 年 2 月 27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表决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董事唐毅、单晓敏、晋永甫为

关联董事，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其余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上限为人民币 27,800.00 万元（不含税），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关联股东广晟集团、汇鸿集团将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二）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类别及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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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万元） 

上年发生金额

（未经审计、

万元） 

广晟集团 
销售资源化产

品等 

详见“关

联交易的
2,500.00 0.00 0.00 



向关联人

销售产

品、商品 

小计 - 

定价依据

和交易价

格”章节 

2,500.00 0.00 0.00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广晟集团 

提供工业废物

处理服务、工

程和技术咨询

服务 

3,000.00 0.66 467.91 

揭阳欧晟 
提供工业废物

处理服务 
2,000.00 0  1,046.11 

东江威立雅 
提供工业废物

处理服务 
8,000.00 4 2,755.41 

 小计  13,000.00 4.66 4,269.43 

接受或购

买关联人

提供的劳

务、商品 

广晟集团 
接受劳务和购

买商品 
5,000.00 145.8 1,613.65 

东江威立雅 
接受工业废物

处理服务 
2,000.00 0.00  148.96 

安佳泰 
接受工业废物

处理服务 
2,000.00 0.00  731 

汇鸿集团 
租金、物业费

及装修费  
300.00 0.00 0.00 

小计 - 9,300.00 145.8 2,493.61 

其他通过

约定可能

造成资源

或者义务

转移的事

项 

东江威立雅 提供品牌服务 3,000.00 59.67 1,238.91 

小计 - 3,000.00 59.67 1,238.91 

合计 - - - 27,800.00 210.13  8,001.95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未

经审计、

万元） 

预计金额

（万元）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与

索引 

向关联人

销售产

品、商品 

广晟集团 
销售资源

化产品 
0.00 500.00  0% -100.00% 公司已于

2022 年 1

月 28 日在

巨潮资讯网

披露《关于

2022 年度

日常关联交

小计 - 0.00 500.00  - -100.00%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广晟集团 

提供工业

废物处理

服务和技

术咨询服

务 

467.91 3,000.00  0.39% -84.40% 



揭阳欧晟 

提供工业

废物处理

服务 

1046.11 2,000.00  0.87% -47.69% 

易预计的公

告》。 

东江威立雅 

提供工业

废物处理

服务 

2,755.41 10,000.00  2.28% -72.45% 

小计 - 4,269.43 15,000.00  - -71.54% 

接受或购

买关联人

提供的劳

务、商品 

广晟集团 

接受劳务

和购买商

品 

1,613.65 5,000.00  2.06% -67.73% 

东江威立雅 

接受工业

废物处理

服务 

148.96 3,000.00  0.16% -95.03% 

安佳泰 

接受工业

废物处理

服务 

731.00  2,000.00  0.81% -63.45% 

汇鸿集团 

租金、物

业费及装

修费  

0.00 300.00  0% -100.00% 

小计 - 2,493.61 10,300.00  - -75.79% 

其他通过

约定可能

造成资源

或者义务

转移的事

项 

东江威立雅 
提供品牌

服务 
1,238.91 3,000.00  42.89% -58.70% 

小计 - 1,238.91 3,000.00  - -58.70% 

合计 - - 8,001.95 28,800.00 - -7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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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 2022 年全年工业危废处理市场变化、关联方所处行业变化及业务调整等

原因，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与年初预计产生一定的差异，造成差异的

原因属于外部环境因素造成，与年初预计造成差异属于正常情况，对公司日常

经营及业绩不会产生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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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22 年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低于预计金额，主要是由于工业危废处理

市场变化、关联方所处行业变化及业务调整等外部因素造成的。公司根据市场

需求和自身情况，及时调整销售及处理安排，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实际需要。公

司日常关联交易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广晟集团 

公司名称：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卫东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17 号广晟国际大厦 50-58 楼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和运营，股权管理和运营，投资经营，投资收益的管理及再投资；

省国资管理部门授权的其他业务；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承包上述境外工程的

勘测、咨询、设计和监理项目，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

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物业出租；稀土矿产品开发、销售、深加工（由下属分支机构持许

可证经营）。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广晟集团经审计总资产为 1,551.27 亿元，总负债为 993.44 亿

元，净资产为 557.83 亿元。2021 年 1-12 月，广晟公司经审计营业总收入 1,059.55 亿元，净

利润 42.74 亿元。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广晟公司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1,700.28 亿元，总负债为 1,088.79

亿元，净资产为 611.49 亿元。2022 年 1-9 月，广晟公司未经审计营业总收入 963.69 亿元，净

利润 29.72 亿元。 

根据截止本公告日的核查情况，广晟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因预计广晟集团的下属企业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关联人数量较多，

难以披露全部关联人信息，因此对于预计发生交易金额小于人民币 300 万元或未达到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0.5%的关联人，以同一控股股东为口径进行合并列示。 

2、汇鸿集团 

公司名称：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述 

注册资本：2,242,433,192 元 

注册地址：南京市白下路 91 号 



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国内外投资，纺织原

料及制成品的研发、制造、仓储，电子设备研发、安装、租赁，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及网

络工程设计、安装、咨询与技术服务，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服务、仓储。危险化

学品批发；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批发，燃料油销售，粮

食收购与销售。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汇鸿集团经审计总资产为 250.02 亿元，总负债为 181.69 亿元，

净资产为 68.33 亿元。2021 年 1-12 月，汇鸿集团经审计营业总收入 452.78 亿元，净利润 3.52

亿元。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汇鸿集团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262.35 亿元，总负债为 197.90 亿

元，净资产为 64.45 亿元。2022 年 1-9 月，汇鸿集团未经审计营业总收入 349.20 亿元，净利

润-2.71 亿元。 

根据截止本公告日的核查情况，汇鸿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因预计汇鸿集团的下属企业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关联人数量较多，

难以披露全部关联人信息，因此对于预计发生交易金额小于人民币 300 万元或未达到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0.5%的关联人，以同一控股股东为口径进行合并列示。 

3、揭阳欧晟 

公司名称：欧晟绿色燃料（揭阳）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成昕 

注册资本：人民币 21,800 万元 

注册地址：揭阳市揭东区玉滘镇桥头村铁路顶地段中德金属生态城一幢 27 号 

经营范围：在特许经营期限和特许经营区域范围内，负责揭阳市绿源垃圾综合处理与资

源利用厂的设计、建设、运营、维护和移交；生活垃圾、餐厨有机垃圾及城市固体废物的收

集、转运、运输与终端处理等。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揭阳欧晟经审计总资产为 69,344 万元，总负债为 51,811 万元，



净资产为 17,533 万元。2021 年 1-12 月，揭阳欧晟经审计营业总收入为 7,618 万元，净利润为

-2,162 万元。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揭阳欧晟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69,151 万元，总负债为 51,909 万

元，净资产为 17,242 万元。2022 年 1-9 月，揭阳欧晟未经审计营业总收入为 6,025 万元，净

利润为-290 万元。 

根据截止本公告日的核查情况，揭阳欧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东江威立雅 

公司名称：惠州东江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曾宇 

注册地址：广东省惠东县梁化镇石屋寮南坑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 万元 

经营范围：在惠东县梁化镇石屋寮南坑投资、建设、营运和管理危险废物安全填埋、危

险废物焚烧处理、废电池回收处理、剧毒化学品废物处理及综合利用。工业固体废物处理处

置项目的开发、设计、建设及相关服务；环境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营服务；环保技术开发、咨

询、交流、管理服务；危险废物处理处置技术服务。为客户现场提供：工业设施清洗和维护，

各类水池与水体清淤，油泥分离处理和废气处理；各类石油化工储罐、罐箱及槽罐车的清洗

及相关环保服务。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东江威立雅经审计总资产为 38,386.01 万元，总负债为 14,239.82

万元，净资产为 24,146.19 万元。2021 年 1-12 月，东江威立雅经审计营业总收入 28,040.37 万

元，净利润 3,569.52 万元。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东江威立雅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42,884.01 万元，总负债为 17,975.5

万元，净资产为 24,908.51 万元。2022 年 1-9 月，东江威立雅未经审计营业总收入 17,930.09

万元，净利润 854.25 万元。 

根据截止本公告日的核查情况，东江威立雅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安佳泰 

公司名称：广东安佳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志斌 

注册地址：惠东县梁化镇石屋寮村南坑 

注册资本：人民币 17,500.00 万元 

经营范围：在惠东县梁化镇石屋寮南坑投资、建设、营运和管理危险废物（焚烧类废物、

物理化学类废物、废日光灯管）收集、暂存、处理及综合利用。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安佳泰经审计总资产为 22,085.80 万元，总负债为 7,811.70 万

元，净资产为 14,274.09 万元。2021 年 1-12 月，安佳泰经审计营业总收入 647.82 万元，净利

润-507.30 万元。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安佳泰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20,211.29 万元，总负债为 6,843.46 万

元，净资产为 13,367.83 万元。2022 年 1-9 月，安佳泰未经审计营业总收入 1,612.10 万元，净

利润-906.26 万元。 

根据截止本公告日的核查情况，安佳泰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止本公告日，广晟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26,147,494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25.72%，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广晟

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系公司的关联法人。 

截止本公告日，汇鸿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94,287,507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10.72%，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汇鸿

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系公司的关联法人。 

揭阳欧晟为公司控股股东广晟集团间接联营企业欧晟绿色燃料（香港）有限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揭阳欧晟为公司的关



联法人。 

东江威立雅未与公司合并会计报表，为公司的合营公司。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李泽华先

生在东江威立雅担任董事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东江威

立雅系公司的关联法人。 

安佳泰为东江威立雅持股 70%股权且并表的子公司。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李泽华先生在

安佳泰担任董事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安佳泰系公司的

关联法人。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以往履约情况良好，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定，目前对公司的款项均

不存在形成坏账的可能性，也不存在不能履约的可能性。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定价依据和交易价格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均为基于公平合理的原则，交易协议按照一般商业条款由

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参考现行市价或由成本加上合理的利润比率确定，付款安排、结算

方式等按照公司一般业务合同条款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根据日常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公允为原

则，与关联方签订相关合同并进行交易。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目的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主要为产品购销及接受劳务等日常关联交易，可

以扩大公司产品销售的同时减少公司相关销售费用，有效促进公司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定发展。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是结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生产经

营实际情况开展的日常经营业务，以公开、公平、公正、公允为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



大股东利益的情况。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负面影响，亦不影响公司的

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的核查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李金惠、萧志雄、郭素颐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

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公司 2023 年度日常经营实际需要作出的，符合公司目前及未来

的业务需求。关联交易预计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

定价公允，未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

响，亦不存在货款不能收回或其他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形，符合公司长远发

展战略规划，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健发展。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议案时，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其表决程序及过程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会损害

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 

本次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我们事前认可，我们同意本

议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