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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64           证券简称：哈投股份        编号：临 2019-088 

 

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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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不需要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对公司独立性无影响，公司主业收入及利润来源

对该项关联交易无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9年11月11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9人。赵洪波、胡晓萍、

张宪军三位关联董事对该议案回避表决。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

票。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认为：公司向关联方出售燃料、热力，是公司生

产经营的实际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交易价格为政府定价并综合考

虑了煤价成本上涨因素确定，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发展需要，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公司对2019-2020年供暖期日常关联交易进行

预计，是公司正常经营需要，交易价格依据政府指导价并综合考虑了煤价成本上

涨因素确定，价格公允合理，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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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发表书面意见：经就公司2019-2020年供暖期预计日

常关联交易事宜进行充分了解与审核，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与公

司生产经营业务相关，符合公司经营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交易价格为政府定

价并综合考虑了煤价成本上涨因素确定，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同意将该

项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交

易数量（万

吉焦） 

本次预计

金额 

（万元） 

占同类业

务比例（%） 

本年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万元）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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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关联

人出售

燃料和

动力 

太平供热 18 828 14.71 828 0 0 - 

南岗房产 6.39 293.94 5.22 293.94 0 0 - 

住宅新区 98 4508 80.07 4508 0 0 - 

小计 122.39 5629.94 100 5629.94 0 0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关联方 1：哈尔滨太平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8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秦勇 

注册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汉水路 172号 

主要办公地点：哈尔滨市道外区南直路 465 号 

主要股东：哈尔滨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占 100%股份 

历史沿革：哈尔滨太平供热有限责任公司是 2004 年经哈尔滨市发展改革委

员会和哈尔滨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国有独资企业，主要负责太

平集中供热工程项目的前期、引资、建设和生产经营的统一管理。 

主营业务：供热业务和热电设备的经营 

    经营情况：截止 2018 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92233.8万元，净资产 25161.5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31623万元，净利润 1821 万元。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2016年总资产 82761.55万元，净资产 205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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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净利润 1436万元。2017年总资产 90251.5 万元，净资产 23279 万元，净

利润 1368万元。2018 年总资产 92233.8万元，净资产 25161.5万元，净利润 1821

万元。 

2016-2018年随着供热面积的增加，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呈上升趋势。 

关联方 2：哈尔滨市南岗房产经营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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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强 

注册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 185 号 

主要办公地点：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 185号  

主要股东：哈尔滨物业供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占 100%股份 

历史沿革： 2000 年 3月，在《哈尔滨市房管局体制改革试行方案》文件成

立房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要求下，由哈尔滨市房地产管理局南岗房地产管理处出

资设立哈尔滨市南岗房产经营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供热服务、物业

服务、房产置换。 

主营业务：从事房产置换及所属房产的物业管理，按资质从事供热服务。 

    经营情况：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158886万元，净资产 22794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 33423 万元，净利润-4496 万元。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2016年总资 166057.16万元，净资产 54864.43

万元，净利润-3431.71 万元。2017年总资产 121737.35万元，净资产 28378.94

万元，净利润-4839.06 万元。2018年总资产 158886万元，净资产 22794 万元，

净利润-4496万元。 

关联方 3：哈尔滨住宅新区供热物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79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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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汇宇 

注册地址：辽河小区 17栋  

主要办公地点: 哈尔滨市南岗区海河东路红旗示范新区 15栋小品楼 

主要股东：由哈尔滨物业供热集团 100%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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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哈尔滨市住宅新区物业管理总公司成立于 1992 年，当时隶属于

哈尔滨市开发办指挥部；2004年我公司资产重组到哈尔滨市物业供热集团； 2016

年 6月至今，根据市政府供热规划，我公司又资产重组到哈尔滨投资集团。2018

年 6月集团内部改革，将物业、公房业务进行系统剥离，现新区公司只负责供热

生产任务。2019 年 4 月，住宅新区进行了公司制改制，更名为“哈尔滨住宅新

区供热物业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从事物业管理，热力供应，公有住宅房屋、公有非住宅房屋使用

权有偿转让，房地产中介服务。 

经营情况：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85890.55 万元，净资产 5655.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0386.12万元，净利润 -7817.05万元。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2016 年总资产 73197.01 万元，净资产 

-9391.32万元，净利润 -5192.81万元。2017 年总资产 65040.30万元，净资产

-19794.90 万元，净利润 -7697.92 万元。2018 年总资产 85890.55 万元，净资

产 5655.09万元，净利润-7817.05万元。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太平供热、南岗房产、住宅新区为公司控股股东哈投集团之全资子公司，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公司与太

平供热、南岗房产、住宅新区的日常交易事宜构成关联交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关联方太平供热、南岗房产、住宅新区在采暖季节具

有较充足的现金流，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次交易价格依据政府指导价 34.13 元/吉焦（不含税）并综合考虑了煤价

成本上涨因素确定，最终定价为 46元/吉焦（含税）。 

合同主体 交易价格 

（元/吉焦） 

合同总金额 

（万元） 
结算方式 付款安排 合同有效期 

甲方 乙方 

哈尔滨哈

投投资股

份有限公

司 

太平供热 

46 

828 

现金 

每月月末前

结清单月热

费 

2019-2020 年

度采暖期 

南岗房产 293.94 

住宅新区 4508 

小计 5629.94 

注，合同其他未尽事宜，按《黑龙江省供热管理条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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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为充分利用产能、增加营业收入的正常经营行为，交易

价格依据政府指导价并综合考虑了煤价成本上涨因素确定，价格公允合理，不会

损害公司或中小投资者利益，对公司独立性无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有积极影响。公司主业收入及利润来源对此无依赖。 

特此公告。 

 

                             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1 月 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