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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72966        证券简称：环科股份        主办券商：招商证劵 

 

成都兴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确认 2018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关联交易是超出预计金额的日常性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超出预

计发生

金额 

接受关

联方提

供的劳

务 

成都环境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服务 
国家、地方政府

定价、市场价格 
9.2 

成都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 培训费 
国家、地方政府

定价、市场价格 
0.34 

成都锦玺沃特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 

会务及餐饮服

务 

国家、地方政府

定价、市场价格 
0.67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巴中兴蓉环境有限责任公司 危废料处置 
国家、地方政府

定价、市场价格 
2.52 

成都兴蓉沱源自来水有限责任

公司 
危废料处置 

国家、地方政府

定价、市场价格 
4.72 

租 赁 关

联 方 房

屋 

成都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 
国家、地方政府

定价、市场价格 
38.18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 2019 年 3 月 27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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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巴中兴蓉环境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将军大道 824 号  

注册地址：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将军大道 824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张晓虎 

实际控制人：成都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13321.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对污水处理厂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对环保、水务、市政基

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及运营管理；污水处理产品制造、开发及销售。（依法需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成都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成都市高新区天华二路 28 号 

注册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华二路 28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李玉春 

实际控制人： 成都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10000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污水处理厂和市政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不得从事

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污水处理项目和市政基础设施的资

本运作、资产经营管理（不含国家法律法规和禁止项目）产品制造以及咨询

研究、开发和提供服务；环境检测；污水处理、水资源管理的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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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成都锦玺沃特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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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成都市太升南路 53-57 号 

注册地址：成都市太升南路 53-57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刘振华 

实际控制人： 成都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650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酒店管理服务；物业管理；智能化安装施工；停车场服务；室内

外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施工；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中介服务；会议及展

览服务；广告设计、制作、发布；社会经济咨询；销售：机械设备、电子产

品、五金交电、建材、日用品；住宿、茶座、游艺室（棋牌)、中餐、西餐、

小吃；零售：卷烟、雪茄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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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成都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成都市小河街 12 号天纬商住楼 7 楼 A 楼 

注册地址：成都市小河街 12 号天纬商住楼 7 楼 A 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李本文 

实际控制人： 成都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500,00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城市基础设施、水利及配套设施的投资、设计、建设、运营管理、

技术开发及服务；水务、环保相关设备研发、制造；固体废物的收集、贮存、

运输、处置及综合利用；计量仪器、水处理剂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旅

游及配套基础设施的投资和经营管理；酒店开发及经营管理；房地产开发经

营；投资管理（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工程施工

及安装；建材销售；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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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成都兴蓉沱源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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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赵镇北滨路上段 269 号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赵镇北滨路上段 269 号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韩霄 

实际控制人： 成都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7399.789949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自来水生产与销售，供水设备安装与管理维护、供水管道安装与

维护、市政公用工程、技术咨询、建筑工程、管网查漏、水表检测与修校、

供水材料批发（依法须经批准的，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6.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成都环境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成都市武科西四路 9 号 2 层 

注册地址：成都市武科西四路 9 号 2 层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李忠毅 

实际控制人：成都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5000.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工业与民用建筑安装工程监理，公用及市政建设工程监理，各类

煤炭工业和非煤工业矿山建筑安装工程的建设监理；工程建设技术咨询服务； 建

设项目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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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联关系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1 

巴中兴蓉

环境有限

责任公司 

成都环境集团

持股成都市兴

蓉环境股份有

限公司

42.10%；成都

市兴蓉环境股

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兴蓉环境”）

对污水处理厂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

对环保、水务、市政基础设施项目的投

资及运营管理；污水处理产品制造、开

发及销售。（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污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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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排水公司 

100.00%；排水

公司持有其

100%股份。 

2 

成都市排

水有限责

任公司 

成都环境集团

持股兴蓉环境

42.10%；兴蓉

环境持有其

100%股份。 

 

污水处理厂和市政基础设施的投

资、建设和运营管理（不得从事非法集

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污水

处理项目和市政基础设施的资本运作、

资产经营管理（不含国家法律法规和禁

止项目）产品制造以及咨询研究、开发

和提供服务；环境检测；污水处理、水

资源管理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货物

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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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水处理

厂和市政

基础设施

的投资、建

设和运营

管理 

3 

成都锦玺

沃特酒店

管理有限

公司 

成都环境集团

持股汇锦实业

100% ；汇锦实

业持有其

100%股份。 

酒店管理服务；物业管理；智能化安装

施工；停车场服务；室内外装饰装修工

程设计、施工；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

产中介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广告设

计、制作、发布；社会经济咨询；销售：

机械设备、电子产品、五金交电、建材、

日用品；住宿、茶座、游艺室（棋牌)、

中餐、西餐、小吃；零售：卷烟、雪茄

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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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管理

服务 

4 

成都环境

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成都环境集团

持股公司 99%，

为第一大股东。 

城市基础设施、水利及配套设施的投

资、设计、建设、运营管理、技术开发

及服务；水务、环保相关设备研发、制

造；固体废物的收集、贮存、运输、处

置及综合利用；计量仪器、水处理剂产

品的研发、制造、销售；旅游及配套基

础设施的投资和经营管理；酒店开发及

经营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投资管理

（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

金融活动）；工程施工及安装；建材销

售；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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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基础

设施、水利

及配套设

施的投资、

设计、建

设、运营管

理、技术开

发及服务 

5 

成都兴蓉

沱源自来

水有限责

任公司 

成都环境集团

持股兴蓉环境

42.10%；兴蓉

环境持股自来

水公司

自来水生产与销售，供水设备安装与管

理维护、供水管道安装与维护、市政公

用工程、技术咨询、建筑工程、管网查

漏、水表检测与修校、供水材料批发（依

法须经批准的，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自来水生

产与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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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5%；自来

水公司持有其

53.71%的股

份。 

从事经营活动）。 

6 

成都环境

建设管理

有限公司 

成都环境集团

持股成都环境

工程建设有限

公司 100% 

工业与民用建筑安装工程监理，公用及

市政建设工程监理，各类煤炭工业和非

煤工业矿山建筑安装工程的建设监理；

工程建设技术咨询服务； 建设项目管

理。 

工程监理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

遵循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交易价格系按市场价格执行，定价公允合理，

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公司独立性没有因关联交易

受到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置服务 

定价依据： 市场价格 

（二）培训服务 

定价依据：市场价格 

（三）会务及餐饮服务 

定价依据：市场价格 

（四）办公用房租赁服务 

定价依据：市场价格 

（五）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置服务 

定价依据： 市场价格 

（六）暂存库监理服务 

定价依据：发改价格[2015]299 号文和发改价格[2007]670 号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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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序号 关联方 关联方类型 
超出预计发

生金额 

1 成都环境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服务 9.20 

2 成都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 培训费 0.34 

3 成都锦玺沃特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会务及餐饮服务 0.67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4 巴中兴蓉环境有限责任公司 危废料处置 2.52 

5 成都兴蓉沱源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 危废料处置 4.72 

租赁关联方房屋 

6 成都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 38.18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

要，是合理的、必要的。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遵

循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交易价格系按市场方式确定，定价公允合理，

关联交易并未影响公司经营成果的真实性。 

六、其他事项 

无。 

七、备查文件目录 

《成都兴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成都兴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