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461    证券简称：洪城水业    编号：临 2020－104 

债券代码：110077    债券简称：洪城转债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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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交易内容：增加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城水业”、“公

司”)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的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回避事宜：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增加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的议案》。在该项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

董事邵涛、邓建新、万义辉、肖壮、史晓华、魏桂生均回避表决，也未代理其他

董事行使表决权。其余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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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日常发生的关联交易，

是为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发挥公司与关联方的协同效应，促进公司发

展。此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增加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增加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洪城水业 2020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在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关联董事邵涛、邓建

新、万义辉、肖壮、史晓华、魏桂生均回避表决该议案。根据经营发展的需要，

公司将新增 2020 年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经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的议案》在该议

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邵涛、邓建新、万义辉、肖壮、史晓华、魏桂生均回避

表决该议案。该项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2．独立董事万志瑾、余新培、史忠良、胡晓华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

审核，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较年初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新增部分，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发挥公司与关联方的协同

效应，促进公司发展。预计增加的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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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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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增加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类别与金额 

单位：元 

关联方 交易类别 交易项目 
原 2020 年预计

关联交易总金额 

本次调增预计

关联交易金额 

现2020年预计关

联交易总金额 

关联交易

定价方式 

南昌水业集团南

昌工贸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采购聚合铝

水表等 
10,000,000.00 4,829,439.09 14,829,439.09 招标价格 

江西洪城给排水

环保设备技术有

限责任公司 

购买商品 

 
采购管材等 200,000,000.00 52,381,861.53 252,381,861.53 招标价格 

上海连成（集团）

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采购设备 20,000,000.00 7,810,145.75 27,810,145.75 招标价格 

江西南昌公共交

通运输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综合服务 0 1,645,194.63 1,645,194.63 招标价格 

华润燃气郑州工

程建设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工程施工 4000000.00 1,459,842.93 5,459,842.93 招标价格 

华润（南京）市

政设计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设计服务 4000000.00 937,848.14 4,937,848.14 招标价格 

江西省顺安保安

服务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保安服务费 0 1,652,350.60 1,652,350.60 招标价格 

南昌公交石油有

限责任公司 
购买商品 燃气费 0 153,449.95 153,449.95 招标价格 

南昌市政公用生

态农业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采购商品 0 1,002,130.00 1,002,130.00 招标价格 

江西华赣创意传

播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设计服务 0 475,419.00 475,419.00 招标价格 

南昌市政工程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工程施工 0 838,845.46 838,845.46 招标价格 

南昌国际体育中

心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采购商品 0 480,880.00 480,880.00 招标价格 

安义县自来水有

限责任公司 
出售商品 销售设备 0 228,230.09 228,230.09 招标价格 

丰城惠信公共交

通运输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 销售天然气 0 2,375,746.00 2,375,746.00 招标价格 

安义县自来水有 工程施工 工程施工 0 9,701,482.62 9,701,482.62 招标价格 



 

限责任公司 

南昌水业集团环

保能源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工程施工 0 4,444,436.05 4,444,436.05 招标价格 

江西洪城康恒环

境能源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工程施工 0 55,105,226.69 55,105,226.69 招标价格 

江西蓝天碧水环

保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工程施工 工程施工 0 27,529,493.15 27,529,493.15 招标价格 

合计 - - 238,000,000.00 173,052,021.68 411,052,021.68 - 

公司 2020 年年初预计的以上部分日常关联交易数额为 238,000,000.00 元，

因生产经营的需要预计 2020 年以上部分日常关联交易数额将为 411,052,021.68

元，比年初预计的关联交易增加 173,052,021.68 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南昌水业集团南昌工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史振华 

成立日期：1997 年 7 月 17 日 

注册资本：255.58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易燃液体、易燃固体、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腐蚀品、毒害品、

遇湿易燃物品、自燃物品、氧化剂（共八类）的批发（贸易无仓储）（在许可证

核准的范围内经营，许可有效期至 2020 年 11 月 19 日）；水暖配件、五金、交

电、建筑材料制造、批发、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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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产品（易制毒及危险化学品除

外）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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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3,057.24 万元，所有者权益 1,035.52 万元，

营业收入 2,432.65 万元，净利润 201.99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南昌水业集团南昌工贸有限公司为水业集团控股全资子公司，而水业集团系

洪城水业控股股东。 

 

2．江西洪城给排水环保设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全英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831921543-c767434850


 

成立日期：2010 年 05 月 18 日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环保技术服务；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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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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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73,542.45 万元，所有者权益 23,584.47 万元，

营业收入 137,208.43 万元，净利润 4,715.39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江西洪城给排水环保设备技术有限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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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安义县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波 

成立日期：2004 年 06 月 18 日 

注册资本：8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取水（凭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有效期至 2020 年 8 月 30 日止）；

制水、集中式供水（凭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有效期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止）；

供水管网及设施维护、修理；给排水设计安装、水暖配件安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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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14,340.59 万元，所有者权益 6,074.08 万元，

营业收入 2,406.49 万元，净利润 710.08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安义县自来水有限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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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江西洪城康恒环境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熊威 

成立日期：2018 年 01 月 15 日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及环保设施的投资、开发、设计、建设，环

保技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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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166,756.35 万元，所有者权益 33,991.95 万

元，营业收入 8,849.79 万元，净利润 4,012.60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江西洪城康恒环境能源有限公司为水业集团控股 60%的控股子公司，而水业

集团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5．江西蓝天碧水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秋平 

成立日期：2003 年 04 月 16 日  

注册资本：22,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市政公用工程及环保工程设施投资、建设及运营；环境影响评价；

工程咨询；产业开发；市政公用工程及环保工程配套设施的开发、批发、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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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49,713.55 万元，所有者权益 25,146.84 万元，

营业收入 5,465.03 万元，净利润 1,134.18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江西蓝天碧水环保工程有限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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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江西南昌公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伟  

成立日期：2015 年 6 月 18 日   

注册资本：157,07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城市公共交通一般项目：电子专用设备制造，其他电子器件制造，

机动车修理和维护，物业管理，国内贸易代理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628,075.95 万元，所有者权益 232,382.64

万元，营业收入 35,465.64 万元，净利润 -24,807.08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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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丰城惠信公共交通运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夏仁芳 

成立日期：2017 年 11 月 17 日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城市公共交通，道路旅客运输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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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

息咨询服务），销售代理，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 ，物业管理，国内贸易

代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2,866.68 万元，所有者权益 2,462.74 万元，

营业收入 689.18 万元，净利润-212.10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丰城惠信公共交通运输有限公司为江西南昌公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持股 45%的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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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上海连成（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锡淼 

成立日期：1993 年 8 月 2 日 

注册资本：20,800 万元 

公司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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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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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套给排水

设备，智慧泵房及水务系统、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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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料加工。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126,864 .00 万元，所有者权益 87,105.00 万

元，营业收入 146,835.00 万元，净利润 2,798.00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南昌水业集团供水设备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子公司南昌水业集团二次供水有

限责任公司持股 51%的控股子公司，上海连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南昌水业集

团供水设备有限公司 49%的股份。 

 

9．南昌公交石油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春明 

成立日期：1993 年 3 月 4 日 

注册资本：698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石油设备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汽油、

柴油零售；国内贸易。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6,934.92 万元，所有者权益 4,912.16 万元，

营业收入 47,281.66 万元，净利润 1,433.47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南昌公交石油有限责任公司为江西南昌公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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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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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月 19 日 

注册资本：10,44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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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腐保温

工程专业承包；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管道工程专业施工；地籍测绘；工

程测量；汽车租赁。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136,516.73 万元，所有者权益 26,754.91 万

元，营业收入 66,001.36 万元，净利润 4,334.50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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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华润（南京）市政设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云林  

成立日期：1998 年 08 月 07 日   

注册资本：1,5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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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15,709.02 万元，所有者权益 9,678.25 万元，

营业收入 11,076.50 万元，净利润 2,498.16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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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江西省顺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殷勇  

成立日期：2015 年 12 月 31 日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门卫；巡逻；守护；随身护卫；安全检查；安全技术防范、停车

场服务；物业管理服务；车辆检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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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563.00 万元，所有者权益 250.00 万元，营

业收入 1,892.00 万元，净利润 38.00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江西省顺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为江西南昌公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 51%的控股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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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南昌市政公用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晓红 

成立日期：2016 年 04 月 01 日 

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水稻、蔬菜、果树、花卉、苗木种植、销售；家禽饲养；水产养

殖；农副产品收购、加工、销售；农业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不再分

装的小包装种子、食品、日用百货、文体用品、劳保用品、厨房设备、五金交电

的销售；餐饮；住宿；休闲垂钓服务；养老服务；旅游观光服务；房地产开发；

供应链管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或禁止公司

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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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26,762.11 万元，所有者权益 1,442.37 万元，

营业收入 3,402.70 万元，净利润 -651.70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南昌市政公用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为南昌市政公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南昌市政公用资产管理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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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江西华赣创意传播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莉  

成立日期：2017 年 06 月 12 日   

注册资本：8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

影视项目策划、制作；企业营销策划；企业形象设计；文艺演出活动组织策划；

室内外装饰设计；国内贸易；产品设计；会议服务；房地产开发；市政工程；建

筑安装工程；移动电信服务；固定电信服务；专业设计服务；互联网接入及相关

服务；应用软件开发；动漫、游戏数字内容服务；信息系统集成和物联网技术服

务；互联网生产服务平台；贸易代理；商务咨询（金融、投资、期货、保险、证

券除外）；票务代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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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28,438.59 万元，所有者权益 15.29 万元，

营业收入 10,071.02 万元，净利润-2,811.90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江西华赣创意传播有限公司为江西华赣文化旅游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江西华赣文化旅游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为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控股 61.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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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南昌市政工程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昊  

成立日期：2000 年 06 月 06 日   

注册资本：30,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市政工程开发（壹级、含道路下水道、桥梁的新建和改造工程施

工）、水利、桩基、公路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交通安全设施工程、园林绿化

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房地产开发、房屋维修、水电安装；市政工程技术

咨询；承包境外市政公用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水泥混凝土构件制品加工及

销售（仅限下属分支机构经营）；工程管理服务；房屋建筑工程；商品混凝土制

造及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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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965,729.53 万元，所有者权益 130,823.48 万

元，营业收入 305,408.09 万元，净利润 13,183.97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南昌市政工程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为南昌市政公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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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南昌国际体育中心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莉  

成立日期：2011 年 09 月 02 日   

注册资本：3,6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场馆运营规划；场馆租赁与经营开发；场馆日常运行管理、物业

管理；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停车场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票务代理；自有房屋租赁；游乐活动产品开发；体育

赛事活动组织策划、拓展活动组织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企业营销策划、市场营

销策划；体育信息咨询、网上商务咨询；机械设备、五金、工艺品、体育用品、

文体用品、体育器材、服装鞋帽、日用百货销售；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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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8,242.36 万元，所有者权益 1,852.42 万元，

营业收入 1,262.5 万元，净利润 -355.34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南昌国际体育中心有限公司为南昌市政公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南昌市政公用资产管理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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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南昌水业集团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越 

成立日期：2015 年 01 月 05 日 

注册资本：5,308.34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垃圾清运服务；城市垃圾处理服务；污水污泥处理工程；固体废

弃物治理工程；热力生产与销售；环保技术开发；保洁服务；绿化管理；物业管

理；环保工程；市政工程；技术咨询；技术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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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26,705.88 万元，所有者权益 5,163.93 万元，

营业收入 1,774.07 万元，净利润-81.55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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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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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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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此次关联交易属公司为日常发生的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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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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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监事会意见 

2020 年 12 月 30 日，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增加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的议案》，经监事会审议认为：董事会

确定的《关于增加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的议案》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

定，同意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事项。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公司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较

年初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新增部分皆为日常发生的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的需要，发挥公司与关联方的协同效应，促进公司发展。预计增加的部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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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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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公司增加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表示同意，并提请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进行审议。 

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公司增加的 2020 年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皆为日常发生的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发挥公司与关联方的协同效应，促进公司发展。预计增加的部分关联交易是在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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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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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此项议

案表示同意。上述关联交易预计增加额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按照《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进行了回避表决，董事会表决

程序合法、合规。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上述增加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事项

皆为日常发生的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发挥公司与关

联方的协同效应，促进公司发展。上述交易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

益，未导致资金占用和公司利益损失，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上

述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保荐机

构对洪城水业本次增加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3．《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增加公司 2020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额的事前认可意见》； 

4．《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增加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之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