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0461

证券简称：洪城水业

编号：临 2018－012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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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关联交易内容：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预计 2018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关联董事回避事宜：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洪城水
业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在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
李钢、邓建新、万义辉、胡江华均回避表决，也未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其
余七位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董事均参与表决。
●关联交易目的及对本公司影响：此次关联交易属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
产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此次交易不会
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 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此次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公司 2017 年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和预计 2018
年度将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进行的。
1、公司 2018 年将发生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2017 年实际

2018 年预计

关联交易

发生金额

发生金额

定价方式

南昌双港供水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自来水

4781.95

4354.56

协议定价

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租赁

房屋租赁

114.4

114.4

协议定价

接受劳务

96116 客服

827.40

890

协议定价

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

1

合计

-

-

5723.75

5358.96

-

2、公司 2018 年预计可能将发生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方

2017 年实际发

2018 年预计

关联交易

生金额

发生金额

定价方式

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购买商品

管道

1522.09

250

招标价格

购买商品

管道

12572.34

11000

招标价格

购买商品

水表等配件

1134.70

1429.28

招标价格

购买商品

聚合铝

677.46

1222

招标价格

购买商品

购买远程表

1663.60

3549.27

招标价格

江苏兆盛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材料及设备

1022.73

800

招标价格

华润燃气郑州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工程施工

2111.76

1600

招标价格

华润（南京）市政设计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设计服务

283.23

50

招标价格

购买商品

天然气销售

5942.37

6000

市场定价

关联租赁

房屋租赁

333.50

320

协议定价

接受劳务

在线运维费

780.64

971

招标价格

上海熊猫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采购设备

973.05

600

市场定价

上海连成（集团）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采购设备

2189.58

700

市场定价

江西赣江水工泵业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采购设备

1526.68

600

市场定价

南昌水业集团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工程施工

0

3300

招标价格

南昌市自来水劳动服务公司

接受劳务

绿化服务

55

55

协议定价

南昌市幸福渠水域治理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工程施工

1098.63

2500

招标价格

南昌市凯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工程施工

184.89

2000

招标价格

南昌华毅管道有限公司
南昌水业集团给排水建材有限责
任公司
南昌水业集团南昌赣江工贸有限
公司
南昌水业集团永修工贸有限公司
南昌水业集团福兴能源管控有限
公司

江西南昌公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江西南昌公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南昌水业集团思创机电科技有限
公司

2

－
合计

－

－

34072.25

36946.55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南昌双港供水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邵涛
成立日期：1995 年 5 月 16 日
注册资本：365 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饮用水及管理相关的水厂、泵站、原水输水管。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5,926.53 万元，所有者权益 4,708.15 万
元，营业收入 4,642.67 万元，净利润 1,371.98 万元。（未经审计）
(2)、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钢
成立日期：1950 年 1 月 1 日
注册资本：12,936.3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集中供水；房地产开发；给排水技术服务、咨询、培训、工程设
备安装；净化剂水表，校表机，水管配件加工销售；水表计量、检测、给排水方
面技术设计；电子计量器具研制；塑料管材、纯净水及自来水相关配套产品销售；
污水处理（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凭许可证或资质证经营）。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275,075.18 万元，所有者权益 471,453.20
万元，营业收入 498,265.38 万元，净利润 39,997.27 万元。（未经审计）
(3)、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邓建新
成立日期：2002 年 10 月 23 日
注册资本：327,068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资本运营本企业资产及股权，投资兴办实业，国内贸易、物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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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自有房租赁，房地产开发，园林景观绿化及开发，环保工程，市政工程，信
息及技术咨询服务。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9,322,580.47 万元，所有者权益
3,337,219.04 万元，营业收入 2,578,937.71 万元，净利润 89,053.69 万元。
（未
经审计）
（4）、南昌华毅管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曾春华
成立日期：2002 年 9 月 26 号
注册资本：1,500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管及管配件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混凝土加
工、配送服务；经销其他给排水管道及配件、建筑材料、各类阀门、窨井（以上
项目涉及凭许可证或资质证或其他批准文件的凭有效许可证或资质证或其他批
准文件经营）。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408.79 万元，所有者权益 2,161.31 万
元，营业收入 1,140.2 万元，净利润-388.39 万元。（未经审计）
（5）、南昌水业集团给排水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喻文俊
成立日期：2010 年 5 月 18 日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新型管材及配件、塑料建材、供水设施的生产、销售、安装、调
试；钢材、消防器材、建筑材料、电线电缆销售。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9,429.87 万元，所有者权益 29,927.65
万元，营业收入 9,502.21 万元，净利润 1,246.10 万元。（未经审计）
(6)、南昌水业集团南昌赣江工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承谦
成立日期：2016 年 6 月 23 日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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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水暖配件、五金、交电、建筑材料制造、零售、批发；水电安装、
修理；净水设备、水表及水表校验台检定、制造、修理；仪器仪表、电子产品的
销售；流量仪表、测控系统、零件设计、制造、检测咨询、技术服务；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554 万元，所有者权益 410 万元，营业收
入 230.7 万元，净利润 70 万元。（未经审计）
(7)、南昌水业集团永修工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金平
成立日期：2015 年 2 月 13 日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水暖配件、五金、交电、建筑材料制造、零售、批发；水电安装、
修理；净水设备、水表及水表校验台检定、制造、修理；仪器仪表、电子产品的
销售。化工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危险化学品除外）。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013 万元，所有者权益 783 万元，营业
收入 730 万元，净利润 43 万元。（未经审计）
（8）、南昌水业集团福兴能源管控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金平
成立日期：2013 年 4 月 18 日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水利、水务、水文智能化管理系统开发与管理。电子新产品的研
究、开发、生产、销售、安装、设计及服务；软件的研究、开发、销售、安装及
服务。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6,154.17 万元，所有者权益 1,652.27 万
元，营业收入 12,120.39 万元，净利润 368.67 万元。（未经审计）
（9）、江苏兆盛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震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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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02 年 5 月 28 日
注册资本：12,2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按二级资质从事环保工程专业承包；按二级资质从事机电设备安
装工程专业承包；环境污染防治设备的技术研究、开发、服务；环境工程的设计；
环保设备的安装；水工金属结构、低压成套开关设备、水处理设备、污物分理及
浓缩设备配套装置的制造、修理；环保设备、通用机械设备及配件、五金、水处
理药剂（除危险化学品）、活性炭、离子交换树脂、滤料、填料的销售；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
术除外）。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60,254 万元，所有者权益 31,021 万元，
营业收入 36,725 万元，净利润 6,007 万元。
（10）、华润燃气郑州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永干
成立日期：2002 年 6 月 19 日
注册资本：9,44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防水防腐
保温工程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管道工程专业施工；地籍测绘；
工程测量；车辆租赁。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97,892.36 万元，所有者权益 14,955.40
万元，营业收入 97,119.21 万元，净利润 3,248.08 万元。（未经审计）
（11）、华润（南京）市政设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锂坤
成立日期：1988 年 8 月 7 日
注册资本：1,5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建设工程设计；城镇燃气工程、排水工程、道路工程、桥梁工程、
市政工程设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工程项目管理；压力管道设计。（依法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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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7,101.14 万元，所有者权益 4,685.96 万
元，营业收入 10,468.39 万元，净利润 2,048.16 万元。
（12）、江西南昌公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明
成立日期：2015 年 6 月 18 日
注册资本：120,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物业管理、国内贸易。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577,212.72 万元，所有者权益 226,773.60
万元，营业收入 117,826.16 万元，净利润 2,599.33 万元。
（13）、南昌水业集团思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洪
成立日期：2015 年 1 月 23 日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机电设备、电气设备、仪器仪表配件销售；机电设备的维保；机
电工程；机电设备节能评估；机电设备技术咨询；污水在线监测系统的维护；自
动化系统工程；售电服务；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技术开发、咨询、转让、推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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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710.24 万元，所有者权益 668.72 万元，
营业收入 1,882.68 万元，净利润 178.38 万元。（未经审计）
（14）、上海熊猫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池学聪
成立日期： 2000 年 8 月 25 日
注册资本： 12,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经营范围：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企业投资，生产制造各类清洗机、泵、
阀、电机、成套供水设备、空压机、电焊机、控制柜、电线电缆、以及相关产品
的服务，普通机械设备的安装，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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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投资，机械设备科技领域内技术开发，房地产开发经营，实业投资，机械设
备科技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截 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61,887.99

万元，所有者权益

130,327.73 万元，营业收入 96,405.98 万元，净利润 12,639.58 万元。（未经
审计）
（15）、上海连成（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锡淼
成立日期：1993 年 08 月 02 日
注册资本：20,800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企业投资，企业收购、兼并，资产管理、国内贸易（除专项审批
外），投资咨询，水泵及控制箱、阀门、机械配件的生产销售、安装，机电设备
安装，环保建设工程，水处理设备、换热器、空气净化设备、环保设备的研发、
设计，从事环保专业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自产产
品及技术的出口，生产及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
技术的进口。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772.58 万元，所有者权益 353 万元，营
业收入 3,116.7 万元，净利润 108.8 万元。（未经审计）
（16）、江西赣江水工泵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雪华
成立日期：2007 年 10 月 12 日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钢材、建筑材料、净水器的销售；给排水设备、消防设备、水泵、
水处理设备、环保设备、电控柜、橡塑制品、节能产品的设计、开发、加工、销
售及售后服务；智能自动化控制系统、水电工程、给排水工程、暖通工程；自有
房屋租赁。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444 万元，所有者权益 2,138 万元，营
业收入 2,957 万元，净利润 35 万元。（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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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南昌水业集团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名帅
成立日期：2015 年 1 月 5 日
注册资本：5,308.34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城市垃圾处理服务；污水污泥处理工程；环保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及技术转让；市政工程；环保工程；固体废弃物治理工程施工；热力生产、销
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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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7,457.15 万元，所有者权益 4,864.57 万
元，营业收入 2,620.85 万元，净利润-281.90 万元。（未经审计）
（18）、南昌市自来水劳动服务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罡
成立日期：1983 年 11 月 13 日
注册资本：35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绿化工程及养护管理；自来水管道安装维修；五金、交电、化工
（易制毒及危险化学品除外）、百货、建筑材料、供水设备、水质检测仪器、普
通机械、铝合金装饰材料、摩托车配件、水泥予制构件的批发、零售；自有房屋
租赁。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14.28 万元，所有者权益 62.65 万元，营
业收入 160.62 万元，净利润-5.21 万元。（未经审计）
（19）南昌市幸福渠水域治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建中
成立日期：2012 年 7 月 30 日
注册资本：2,2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水污染治理；市政工程；房地产开发经营；投资与资产管理（金
融、证券、保险、期货除外）；工程技术咨询服务（以上项目依法需经批准的项
目，需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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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510,395.62 万元，所有者权益 18,681.88
万元，营业收入 2,707.67 万元，净利润 1,137.75 万元。
（20）南昌市凯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俊
成立日期：1993 年 12 月 22 日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市政公用工程、钢结构工程、
公路工程、水利工程、土石方工程、桩基础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幕墙工程、隧
道工程、机电安装工程、交通安全设施工程、消防工程；工程管理服务；房屋建
筑工程及市政公用工程技术咨询(以上项目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需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26,609.83 万元，所有者权益 51,371.16
万元，营业收入 196,361.96 万元，净利润 10,327.02 万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南昌双港供水有限公司
南昌双港供水有限公司是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中法水务投资（南
昌）有限公司合作经营企业，双方各持有 50%股权。
（2）、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3)、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为水业集团控股股东，而水业集团系本
公司控股股东，因此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为洪城水业的实际控制
人。
（4）、南昌华毅管道有限公司
南昌华毅管道有限公司是水业集团与无锡华毅管道有限公司合作经营企业，
双方各持有50%股权。
（5）、南昌水业集团给排水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南昌水业集团给水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为水业集团全资子公司，而水业集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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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控股股东，因此本公司与南昌水业集团给水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关系
为同一控股股东。
（6）、南昌水业集团南昌赣江工贸有限公司
南昌水业集团南昌赣江工贸有限公司为南昌水业集团工贸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南昌水业集团工贸有限公司为水业集团控股子公司，而水业集团系本公
司控股股东，因此本公司与南昌水业集团赣江工贸有限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同一控
股股东。
（7）、南昌水业集团永修工贸有限公司
南昌水业集团永修工贸有限公司为南昌水业集团工贸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南昌水业集团工贸有限公司为水业集团控股子公司，而水业集团系本公司控
股股东，因此本公司与南昌水业集团赣江工贸有限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同一控股股
东。
（8）、南昌水业集团福兴能源管控有限公司
南昌水业集团福兴能源管控有限公司为水业集团控股 51%的控股子公司，而
水业集团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因此本公司与南昌水业集团福兴能源管控有限公司
的关联关系为同一控股股东。
（9）、江苏兆盛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兆盛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和江西洪城环保有限公司分别持有成都兆盛水
务有限公司 49%和 51%股权，而江西洪城环保有限公司为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
公司全资子公司，即洪城水业为成都兆盛水务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因此双方具有
关联关系。
（10）、华润燃气郑州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华润燃气郑州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为华润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华润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南昌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49%的股份。洪城水业
为南昌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双方具有关联关系。
（11）、华润（南京）市政设计有限公司
华润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华润（南京）市政设计有限公司 50%的股份，
华润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南昌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49%的股份。洪城水业
为南昌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双方具有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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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江西南昌公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南昌公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为洪城水业实际控制
人，因此双方关联关系为同一控股股东。
（13）、南昌水业集团思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南昌市思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南昌
水业集团思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51%和 49%的股权，而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为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东，因此双方关联关系为同一控股股东。
（14）、上海熊猫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熊猫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和南昌水业集团二次供水有限责任公司分别
持有南昌水业集团熊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9%和 51%的股权，南昌水业集团二次
供水有限责任公司为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因此双方具有关联
关系。
（15）、上海连成（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连成（集团）有限公司和南昌水业集团二次供水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持有
南昌水业集团供水设备展有限公司 49%和 51%的股权，南昌水业集团二次供水有
限责任公司为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因此双方具有关联关系。
（16）、江西赣江水工泵业有限公司
江西赣江水工泵业有限公司和南昌水业集团二次供水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持
有南昌水业集团水工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49%和 51%的股权，南昌水业集团二次供
水有限责任公司为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因此双方具有关联关
系。
（17）、南昌水业集团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南昌水业集团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为水业集团全资子公司，而水业集团系本公
司控股股东，因此本公司与南昌水业集团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同一控
股股东。
（18）、南昌市自来水劳动服务公司
南昌市自来水劳动服务公司为水业集团全资子公司，而水业集团系本公司控
股股东，因此本公司与南昌市自来水劳动服务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同一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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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南昌市幸福渠水域治理有限公司
南昌市幸福渠水域治理有限公司为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为洪城水业实际控制人，因此
双方关联关系为同一控股股东。
（20）南昌市凯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南昌市凯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全
资孙公司，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为洪城水业实际控制人，因此双
方关联关系为同一控股股东。
（三）、履约能力
关联人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均处于良好状态，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
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2018 年将发生的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2018 年将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标的为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南昌双
港供水有限公司采购自来水、向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租赁办公场所、接受
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96166 客服服务。2018 年将发生的关联交
易合计发生金额将不超过 5,358.96 万元。
(二)、2018 年预计可能将发生的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 2018 年将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采购管道及配件等，根据 2017 年中标情
况，公司 2018 年预计可能将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为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向南昌华毅管道有限公司采购管道、向南昌水业集团给排水建材有限责任公司采
购管道、向南昌水业集团南昌工贸有限公司采购聚合铝和水表等配件, 向南昌水
业集团福兴能源管控有限公司采购大表远传设备，向江苏兆盛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环保设备等。如果中标，公司 2018 年预计可能将发生的关联交易合计金额
将不超过 36,946.55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均由交易双方根据“公平、公正、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按照
一般的商业条款签订协议，公司采取书面合同的方式与关联方确定存在的关联交
易及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其定价政策：国家有统一收费标准定价的，执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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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规定；国家无统一收费定价标准但当地有统一地方规定的，适用当地的规定；
既没有国家统一规定，又无当地统一规定的，参照当地的市场价格；没有上述三
项标准时，依据提供服务的实际成本，确定收费标准。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此次关联交易事项皆为采购或提供综合服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在遵循
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交易原则，依据原约定的定价政策、结算方式等条款的基
础上进行的，是预计内的日常关联交易的延续，协议约定的交易方式和定价原则
未发生变更，交易公允合理，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未导致资金占用和
公司利益损失，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为规范交易程序，使交易遵守公平、有偿、互利的市场原则进行，以切实保
障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与各关联方特签署相关之框架协议，以资共同遵
守。
六、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及决议表决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洪城水业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在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李钢、邓建新、万义辉、胡江华均回避表
决，也未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其余七位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董事均参与表决
并同意该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详见公司临 2018-009 号公告)。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已于召开董事会前就该议案具体情况向公司四位独立董事进行了说明。
公司四位独立董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预计在 2018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
联交易属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并且上述关联交易将在不违反《公司法》、《证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的前提下，遵循公开、公平、
价格公允、合理的原则，由交易双方首先参照市场价格来确定交易价格，若无可
供参考的市场价格，则交易双方将以成本加合理利润方式来确定具体结算价格。
因此，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无关联关系股
东的权益的情况。
鉴于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较多，我们已同意公司将 2018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分类汇总形成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且对公司预计的 2018 年度
14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表示同意。公司董事会已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
过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公司董事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合法有效的。上述
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且关联股东应当就相关议案回避表
决。
八、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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