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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68      证券简称：武汉控股      编号：临 2020-045号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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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日常关联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该日常关联交易是维持公司主营业务

正常运营并实现利润所必需的，并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

则，交易价格公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因本公司无供水管网资源，公司生产的自来水需要通过控股股东武汉市水务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务集团”）来销售，并签订了《自来水代销合同》

（以下简称《代销合同》）及《自来水代销合同补充协议（一）》〔以下简称《补

充协议（一）》〕，《代销合同》的有效期为 50 年（1998 年 4 月 17 日至 2048

年 4 月 16 日），水务集团以代销的承销方式销售本公司宗关水厂、白鹤嘴水厂

的自来水产品，代销价格为每立方米 0.55 元，该交易行为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本公司于 1998 年 4 月及 2002 年 12 月与原武汉市自来水公司签订了《代销

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一）》。2003 年，根据武汉市人民政府的决定，武

汉市的水务资产进行了重组，将公司原控股股东武汉三镇基建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更名变更登记为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同时注入武汉市自来水公司、武汉市

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武汉市自来水工程公司和武汉市给排水工程设计院有限

公司等资产。水务集团成立后，依法注销了武汉市自来水公司的企业法人资格，

并依法承接了原武汉市自来水公司的一切债权债务、对外签订的所有合同和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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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法律责任。由此，公司代销自来水的交易对象由原武汉市自来水公司改为

水务集团，公司的自来水代销业务由非关联交易转变为关联交易。（详情见 2003

年 7 月 19 日《上海证券报》刊登的“公司重大事项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2.14 条的规定：“上市公司与

关联人签订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期限超过 3 年的，应当每 3 年根据本章的规定重

新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该关联交易自前次 2017 年 12 月 29 日公司

2017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至 2020 年 12 月 29 日即将届满三年，因

此需重新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及披露义务。 

2015 年，水务集团独家出资设立了武汉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其自来水业务

全部由武汉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承继。为进一步明确《代销合同》中各方权利义务

关系，经友好协商，公司拟与水务集团及武汉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共同签订《自来

水代销合同补充协议（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并约定： 

（一）《代销合同》及《补充协议（一）》中原武汉市自来水公司的权利义

务全部由武汉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承继； 

（二）《代销合同》及《补充协议（一）》中所约定的“自来水销售费用的

4%作为代销费支付给水务集团”，从 2021 年 1 月 1 日开始予以取消，不再收取； 

（三）《补充协议（二）》与《代销合同》及《补充协议（一）》约定不一

致的，以《补充协议（二）》为准，原协议其他条款继续有效。 

该议案已于 2020 年 12 月 11 日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联董事黄思、周强、曹明回避表决，其它八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该议案尚须

提交 2020 年 12 月 29 日公司 2020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关联股东水务

集团将放弃行使在此次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该议案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通过后提交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陶涛、贾暾、

张司飞、杨小俊就该议案出具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与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自来水代销合同》现仍执行原

非关联交易情况下签订的合同内容，其交易实质未发生任何变化，说明此关联交

易对交易双方是公平、公正的，符合交易双方的利益； 

2、此次审议的《自来水代销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符合公司经营现状，有利

于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可持续发展；其交易价格由原非关联关系下签订的合

同约定，价格公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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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对该关联交易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4、同意此关联交易行为，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经前次 2017 年 12 月 29 日公司 2017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至今各年度具体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及执行情况如下表： 

关联交易类型 
2017 年 

（元） 

2018 年 

（元） 

2019 年 

（元） 

2020 年预计 

（元） 

自来水销售 169103686.76 174721913.25 172388069.92 155050000.00 

自来水代销费 6764147.47 6988876.54 6895522.81 6202000.00 

注：上表中，2020 年数据为公司对该项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预测数据，具体金额以公

司未来披露的 2020年度年报为准。 

公司预计自 2021年至 2023年三年内自来水销售关联交易金额每年约为 1.62

亿元，期间不会出现较大波动。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水务集团持有本公司 40.18%的股份，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的规定“（一）直接或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

法人或其他组织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据此，水务集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武汉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是水务集团于 2015 年独家出资设立。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的规定“由上述第（一）项直接或者间接控

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据此，武汉市自来水

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一： 

公司名称：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黄思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 170 号 

注册资本：127,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3 年 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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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从事给排水行业的投资、建设、设计、施工、运营管理、测绘、

物探、技术开发咨询；给排水、节水、环保相关设备及物资的生产、销售和维修；

水质监测；水表生产、销售及计量检测；抄表营销代理服务；房地产开发及经营

管理；建筑装饰材料、建筑机械批发兼零售；信息技术的研发和服务；住宿和餐

饮（仅限持证分支机构经营）。 

实际控制人：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水务集团于 2002 年 10 月由原武汉市自来水公司、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

公司等单位组建而成，主要负责武汉市主城区（除青山区）供水和污水处理的建

设和运营管理。水务集团所从事的供水业务包括从水源取水、自来水净化到输配

水管网完整的供水业务产业链，日综合供水能力 428.7 万吨，在供水能力、资产

规模、技术装备、企业管理和经济技术指标等方面，均处于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水务集团总资产 339.31 亿元，净资产 61.25 亿元，营

业收入 70.75 亿元，净利润 4.93 亿元。 

关联方二： 

公司名称：武汉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黄思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 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 240 号 

注册资本： 30,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5 年 11 月 19 日 

主营业务： 自来水生产销售；从事供水行业的投资、建设、设计、施工、

运营管理、测绘、物探、技术开发咨询及培训服务；供水、节水、环保相关设备

及物资的生产、销售和维修；水质检测；水表生产、销售及计量检测；抄表营销

代理服务；信息技术的研发和服务。 

武汉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是水务集团于 2015 年独家出资设立，主要负责武汉

市主城区自来水的生产与销售，日综合供水能力 250 万吨。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武汉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总资产 88.43 亿元，净资产 13.38 亿元，营业收入

17.52 亿元，净利润-3.29 亿元。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截止目前，该日常关联交易系水务集团承接原武汉市自来水公司《代销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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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补充协议（一）》和所形成的，水务集团以代销的承销方式销售本公司

宗关水厂、白鹤嘴水厂的自来水产品，代销价格为每立方米 0.55 元。该日常关

联交易行为仍按原《代销合同》的主要内容执行，其交易实质特别是交易价格未

发生任何变化，为原合同各方基于生产成本、财务分析、经济效益及承受能力等

因素综合考虑后由各方协商确定。此次各方经友好协商共同签署了《补充协议

（二）》，取消了“按照自来水销售费用的 4%作为代销费”费用。 

四、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因公司仅有自来水制水资产，无供水管网等其他资源，只能依靠水务集团的

管网进行自来水产品的销售以实现公司的供水收益，所以该日常关联交易是维持

公司供水主营业务正常运营并实现利润所必需的。且该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与水

务集团在原非关联交易的情况下签署的，目前仍执行原合同内容，其交易实质未

发生变化。同时，取消自来水代销费用，可以降低公司运营成本，有利于提高公

司市场竞争力，符合公司经营现状及可持续发展经营目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 

特此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