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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陆奕燎 董事 工作原因 温振明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1,475,111,351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39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

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山公用 股票代码 00068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李春辉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中山市兴中道18号财兴大厦北座

传真 0760-88830011

电话 0760-88389268

电子信箱 lich@zpug.net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环保水务、固废处理、环卫服务、工程建设、市场运营、港口客

运、金融服务与股权投资等领域，拥有34家分子公司，参股公司包括广发证券、中海广东、中

山银达担保等13家公司。

（一）环保水务

水务板块业务已形成以城市供水和污水处理为主，涵盖水质监测、信息技术、水处理技

术研发等领域的水务运营管理模式，拥有13家全资公司、8家参股公司、2�家中外合作公司，

托管运营4家污水处理厂。 设计日供水能力达238万立方米，设计日污水处理能力达64万立

方米；供水管道长度达6,500公里，覆盖面积超2,000平方公里。 公司供水总量约占中山市

的80%，污水处理总量约占中山市的37%。

（二）固废处理

公司旗下的天乙能源项目拥有特许经营垃圾焚烧处理发电和垃圾渗滤液处理资质，为

中山市三大垃圾综合处理组团基地之一，属广东省重点工程项目、中山市重点民生工程项

目。项目一、二期工程占地面积约8万平方米，垃圾处理能力约970吨/日。正在建设的三期工

程占地面积约5.6万平方米，设计垃圾处理能力约1,200吨/日，年处理生活垃圾43.8万吨，年

发电量2.09亿度。

（三）环卫服务

公司旗下的名城科技拥有国家级生活垃圾处理处置一级资质、中国清洁清洗行业国家

一级资质等证书，拥有4家分公司及3家子公司，负责运营4个垃圾填埋场，主要承担中山市

中心城区25个垃圾转运站、840间垃圾屋及1,000多个垃圾收集点的日常垃圾收集清运，以

及中山市镇区污水厂的污泥运输业务、全市770家医疗机构垃圾收集、运送和处置业务。

（四）工程建设

公司旗下的公用工程拥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等多项资质，同时具备污水管网建设PPP工程项目、黑臭水

体治理EPC+O工程项目、大型污水厂提标改造等工程施工技术与建设管理经验，业务涵盖

市政工程、建筑装修、机电消防、燃气管道以及供水管网建设等领域。

（五）市场运营

公司旗下市管公司管辖32个农贸市场（含中山农产品交易中心、光明市场等2个中山

市规模最大的果菜、海鲜批发市场）及商业体，业务范围覆盖中山市城区及18个镇区，总占

地面积约45万平方米，拥有商户数达6,000个，是中山市最大的农贸市场集群。 公司在配合

当地政府“创文” 、“创卫” 、“创食安”等工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和影响力。

（六）港口客运

公司持有中港客运60%股权，该公司主要从事中山至香港、中山至深圳航线旅客水路

运输业务，陆续投入运营先进的碳纤维高速客轮，极大便利城市居民的出行，年客运量超过

140万人次。

（七）对外投资

作为广发证券第三大股东，公司与广发证券形成了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近年来，公司

成立了公用环保、公用国际，并与广发信德合作设立了环保并购基金，积极搭建战略协同的

投融资体系，推动实现产业资源与金融资本的良性互动。围绕新的战略目标，公司聚焦环保

水务主业，加大对外投资力度，不断优化完善产业结构。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人民币元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

上年增

减

2016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元）

2,021,725,

305.08

1,613,998,

895.96

1,759,843,667.51 14.88%

1,462,601,

739.95

1,598,511,

268.38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

润（元）

686,463,263.42

1,066,931,

157.38

1,082,426,473.33

-36.

58%

962,677,532.98 977,565,925.36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

利润（元）

623,057,076.42

1,024,290,

158.18

1,024,290,158.18

-39.

17%

916,027,617.23 912,551,085.49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元）

574,822,982.11 563,995,887.47 586,224,849.51 -1.94% 431,832,676.84 485,692,606.60

基本每股

收益（元/

股）

0.47 0.72 0.73

-36.

58%

0.65 0.66

稀释每股

收益（元/

股）

0.47 0.72 0.73

-36.

58%

0.65 0.66

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

益率

5.62% 9.15% 9.20% -3.58% 8.72% 8.75%

2018年末

2017年末

本年末

比上年

末增减

2016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 资 产

（元）

17,143,654,

004.32

15,843,034,

342.90

15,983,675,

652.39

7.26%

15,059,104,

862.05

15,184,900,

378.91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

产（元）

12,280,474,

160.72

12,029,490,

849.41

12,129,547,

987.88

1.24%

11,330,231,

384.44

11,428,532,

530.95

说明：公司在报告期内收购了名城科技，因公司与名城科技属同一控制人，所以按同一

控制下企业合并，合并财务报表对名城科技的财务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67,369,307.88 418,549,584.63 577,489,682.14 658,316,73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9,250,702.02 196,945,784.56 193,021,705.95 107,245,070.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83,778,282.96 191,519,421.74 180,835,421.14 66,923,950.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2,201,395.71 142,128,155.87 50,840,172.25 199,653,258.2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

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

末普通

股股东

总数

（人）

46,51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人）

46,389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人）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人）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中山中汇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7.98% 707,747,250 216,675,767 - -

上海复星高科

技（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35% 182,211,872 0 - -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87% 27,511,100 0 - -

中山市古镇自

来水厂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5% 12,603,546 0 - -

中山市三乡水

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0% 11,797,866 0 - -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500交

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65% 9,580,395 0 - -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9% 8,661,579 0 - -

广西铁路发展

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6% 8,319,467 0 - -

中山市东凤自

来水厂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4% 7,998,806 0 - -

张克强 境内自然人 0.46% 6,759,437 0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的国有股东、法人股各股东之

间无关联关系，亦无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其他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之间，公司无法判断有

无关联关系，也无法判断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中汇集团直接持有中山公用 47.98%股权，并通过广州证券鲲

鹏中山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间接持有中山公用 0.31%股权， 合计持有中山公用

48.29%股权，为中山公用控股股东。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

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

元）

利率

中山公用事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第一期）

公司债券

12中山01 112123 2019年10月29日 100,000 5.50%

中山公用事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期）

公司债券

18中山01 112712 2023年05月22日 100,000 5.3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公司于2018年10月29日支付2012年（第一期）公司债券2017年10月29日至2018年10月

28日期间的利息5,500万元。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 公司分别于2018年5月16日和2018年6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公告了由中诚

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跟踪评级报告》和《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两期债券信用等级维持为AA+，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

持为AA+，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将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公布后两个月内完成该年度的定

期跟踪评级，届时将在巨潮资讯网及评级公司网站上发布定期跟踪评级结果及报告，请投

资者关注。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2017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26.55% 22.74% 3.81%

EBITDA全部债务比 40.89% 66.10% -25.21%

利息保障倍数 8.08 12.96 -37.65%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编制公司未来三年发展战略

2018年公司针对国家政策和市场竞争形势变化， 梳理形成了 “12345” 战略

（2018-2020年），发展方向和目标进一步清晰,为引领公司走上高质量、高速度的发展轨

道，实现成为行业领先、国内一流综合环境服务提供商的目标提供保障。 同时，公司制定

《发展战略管理制度》，规范发展战略的管理。

深耕存量业务,积极对外投资拓展

报告期内，公用水务积极拓展细分市场业务增长空间，承接首例分质供水试点项目及

多项委托检测工作；名城科技立足中山本地环卫市场，成功中标港口镇环卫保洁项目、横栏

镇垃圾收运项目等11个环卫项目；公用工程优化投标管理，拓展投标备案城市至19个，通过

调整投标策略，成功中标17个项目；公用小额贷通过贷、保联动，利用公司产业链平台优势，

开发多元化产品，如 “房易贷” 、“农贸批发贷” ，取得较好的市场反响。 2018年，公司重点

跟进环保领域投资项目，项目类型以市政供排水、村镇污水、环卫服务、固废处理为主，涉及

新建PPP项目、存量收购项目以及股权投资项目，投成落地项目共6个，涵盖环卫服务、污水

处理等业务领域。

搭建技术创新平台,�推动产学研合作

报告期内，公司整合技术资源，成立技术研发中心，组织开展技术协同创新中心、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国家重点实验室分支机构等创新平台建设。目前，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彭永臻

合作共建的国家级创新平台分支机构已完成考察评审；天乙能源及公用水务已通过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公用水务申报的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也通过了公示。 公司通过依托高校院所资

源优势，不断增强环保水务等领域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积极与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

心、南方科技大学、哈工大、湖南大学等高等院校开展深度合作，促进学术成果在企业内部

的产业转化与应用。

推进信息化技术的应用

报告期内，公用水务通过加快水务信息化技术应用与融合，优化供水智慧生产调度系

统，建立标准化水厂综合生产管理平台，实现水厂远程控制，并推广移动巡检系统到二次供

水泵房和下属所有水厂；名城科技推动中山市垃圾分类试点项目，借助“互联网+” 平台创

新开发垃圾分类智能回收系统，在中山城区3个地点试点运行；市管公司借助物联网、电子

化系统、信息化设备等技术，深入推进智慧市场及食品溯源体系建设，为市民编织好智慧、

安全的“菜篮子” 。

成功发行10亿元公司债券

2018年5月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10亿元， 票面利率为

5.3%，本期债券为5年期品种，附第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其中6亿元

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剩余部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按时保质保量完成重点工程任务

积极推动重点项目工程落地，顺利完成竹苑等3家农贸市场的升级改造工程，供水管网

工程质量管理体系项目，恒大二期排洪渠整治提升工程，城镇陈旧供水管网改造等项目，此

外，加快推进天乙能源三期项目建设、污水厂提标改造项目、东凤兴华市场升级改造等工程

项目，确保按时保质保量完成政府考核任务。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含利息收入）20.37亿元，同比增长15.74%，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86亿元，同比下降36.5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6.23亿元，同比下降39.17%，剔除广发证券投资收益后净利润2.42亿元，同比增长

24.83%。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71.44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公司净资产122.80亿

元，资产负债率为26.55%，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5.62%。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

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

上年同期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供水 667,603,578.34 131,312,452.64 19.67% 3.04% -6.13% -1.92%

污水、废液处理 107,057,163.02 31,811,010.20 29.71% 0.26% -18.42% -6.81%

市场租赁业 172,683,263.05 115,267,255.10 66.75% 6.94% 13.11% 3.64%

客运服务 266,658,456.81 138,993,915.80 52.12% 8.62% 3.92% 4.87%

环卫收入 197,569,437.78 41,152,383.83 20.83% 37.50% 24.41% -2.36%

工程安装收入 430,443,773.13 98,057,624.97 23.33% 42.69% 54.47% 17.79%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

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36.58%，主要系本期对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的投资收益同比减少所致。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 2018�年 6�月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8〕15�号），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将原“应收票据” 及“应

收账款” 行项目归并至“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将原“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及“其他

应收款” 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 ；将原“固定资产”及“固定资产清理” 行项目归并至

“固定资产” ；将原“工程物资” 及“在建工程” 行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 ；将原“应付票

据”及“应付账款” 行项目归并至“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将原“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及“其他应付款” 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 ；将原“长期应付款” 及“专项应付款” 行项

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利润表中“管理费用” 项目分拆“管理费用” 和“研发费用” 明细

项目列报；利润表中“财务费用” 项目下增加“利息费用” 和“利息收入” 明细项目列报；所

有者权益变动表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项目。 公司对该项会计政策变

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对2017年度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进行追溯调整具体如下：

单位：元

2017.12.31/2017年度 调整前 调整后 变动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 369,059,180.49 369,059,180.49

应收账款 369,059,180.49 - -369,059,180.49

其他应收款 55,697,023.26 60,597,023.26 4,900,000.00

应收股利 4,900,000.00 - -4,900,000.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 437,356,021.60 437,356,021.60

应付账款 437,356,021.60 - -437,356,021.60

其他应付款 179,996,631.15 261,743,554.16 81,746,923.01

应付利息 11,326,285.19 - -11,326,285.19

应付股利 70,420,637.82 - -70,420,637.82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子公司中山公用水务有限公司及中港客运联营有限公司在合并日前合计持有

中山市公用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50%股权, 其中中山公用水务有限公司持有30%股权，

中港客运联营有限公司持有20%股权。2018年5月，中山公用水务有限公司对中山市公用小

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增资1.851亿元，增资后中山公用水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82.50%，中

港客运联营有限公司持股比例降为5%，公司通过间接方式持股87.50%，实现对中山市公用

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控制。

—公司于2018年8月通过子公司中山公用环保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及中通(中山)投资有

限公司分别以0元对价取得宁夏中通建投环保产业基金（有限合伙）98.33%和1.67%股权，

公司取得控制权时，宁夏中通建投环保产业基金（有限合伙）尚未开展实质经营业务。宁夏

中通建投环保产业基金（有限合伙）拥有中通环境治理有限公司92%股权，通过中通环境

治理有限公司控制中通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中通京潞水务有限公司、中通京南水务有限公

司、中通京西水务有限公司。

—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山中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拟以236,062,

917.00元分步受让其持有的广东名城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95.50%股份， 截至2018年12

月31日，公司已支付157,375,282.00元，受让的广东名城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3.67%的

股份合计44,566,666.00股已办理过户手续。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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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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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9年4月22日（星期一）在公司六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文件已于

2019年4月1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董事。 本次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到8人，实到7人，董事

陆奕燎先生因工作原因委托董事温振明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会议由副董事长苏斌先生主

持。 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2018年年度报告》中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的相关内容。

审议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

司独立董事将在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审议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18年度公司合并利润表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86,463,263.42元。 经审计，2018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395,516,367.15元，根据《公司章程》按母公司净利润的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39,

551,636.72元后，母公司本年未分配利润为355,964,730.43元，加上年初母公司未分配利

润4,355,352,722.67元，减去母公司分配的2017年度利润324,524,497.22元后，2018年度

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4,386,792,955.88元。

拟以2018年末总股本1,475,111,35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39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205,040,477.79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后，母公司剩余

未分配利润4,181,752,478.10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本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公司2018年度分红预案经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于该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两个月内实施。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审议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2018年年度报告》 及 《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审议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及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2018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审议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通过《审计委员会关于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从事2018

年度审计工作的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

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9、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预算执行和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关联董事陆奕燎、温振明均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2019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审议结果：非关联董事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1、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鉴证报告》、《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和《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非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2018年度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审议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2、审议通过《关于〈中山公用2018年度经营绩效考评协议书〉执行结果的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3、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申请银行项目贷款的议案》

《关于子公司申请银行项目贷款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审议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4、审议通过《关于终止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议案》

鉴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维持原有激励计划难以达到良好的肌

理效果，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经过审慎评估后，公司决定终止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与之相关

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配套文件一并终止。

董事刘雪涛作为本次股权激励对象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终止本次股权激励计划

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关于终止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公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审议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5、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2019年5月14日（星期二）下午2:30在中山市兴中道18号财兴大厦北座六楼

会议室召开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具体详情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审议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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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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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9年4月22日（星期一）在公司六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文件已于

2019年4月1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本次出席会议的监事应到3人，实到3人，会

议由监事会主席曹晖女士主持。 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18年度公司合并利润表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86,463,263.42元。 经审计，2018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395,516,367.15元，根据《公司章程》按母公司净利润的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39,

551,636.72元后，母公司本年未分配利润为355,964,730.43元，加上年初母公司未分配利

润4,355,352,722.67元，减去母公司分配的2017年度利润324,524,497.22元后，2018年度

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4,386,792,955.88元。

拟以2018年末总股本1,475,111,35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39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205,040,477.79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后，母公司剩余未

分配利润4,181,752,478.10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本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公司2018年度分红预案经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于该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两个月内实施。

审议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2018年年度报告》 及 《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审议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及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2018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审议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2018年预算执行和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通过《关于终止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议案》

鉴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维持原有激励计划难以达到良好的肌

理效果，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经过审慎评估后，公司终止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与之相关

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配套文件一并终止。

《关于终止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公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审议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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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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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预计2019年与中山中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汇集团” ）的日常关

联交易在总金额不超过400.00万元人民币的范围内进行。 此次预计的关联交易事项系与中

汇集团进行的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向关联人出租房屋建筑物、承包市场及向关联人提供的

劳务等交易。 公司2018年度与中汇集团日常交易实际发生额为227.22万元，中汇集团为公

司的第一大股东，系公司的关联法人。

2、公司预计2019年与中山岐江河环境治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岐江河公司” ）的日

常关联交易在总金额不超过10500.00万元人民币的范围内进行。此次预计的关联交易事项

系与岐江河公司进行的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向关联人提供劳务交易。公司2018年度与岐江

河公司日常交易实际发生额为1930.91万元， 岐江河公司为中汇集团直接控制的除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以外法人，系公司的关联法人。

3、公司预计2019年与中山市民东有机废物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东公司” ）的

日常关联交易在总金额不超过1900万元人民币的范围内进行。此次预计的关联交易事项系

与民东公司进行的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公司2018年度与民东公司日

常交易实际发生额为1715.46万元， 民东公司为中汇集团直接控制的除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以外的法人，系公司的关联法人。

4、公司预计2019年与中山市中山港口岸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口岸公司” ）

的日常关联交易在总金额不超过600.00万元人民币的范围内进行。 此次预计的关联交易事

项系与口岸公司进行的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向关联人出租房屋建筑物。公司2018年度与口

岸公司日常交易实际发生额为352.51万元，口岸公司为中汇集团间接控制的除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系公司的关联法人。

5、公司预计2019年与中山市南部供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部供水公司” ）的

日常关联交易在总金额不超过70.00万元人民币的范围内进行。 此次预计的关联交易事项

系与南部供水公司进行的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向关联人出租房屋建筑物等交易。公司2018

年度与南部供水公司日常交易实际发生额为58.54万元， 南部供水公司为中汇集团直接控

制的除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法人，系公司的关联法人。

6、公司预计2019年与中山中汇客运港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客运港公司” ）的日

常关联交易在总金额不超过5万元人民币的范围内进行。 此次预计的关联交易事项系与南

部供水公司进行的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向关联人提供劳务等交易。公司2018年度与客运港

公司没有日常交易发生，南部供水公司为中汇集团直接控制的除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

法人，系公司的关联法人。

公司于2019年4月22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

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联董事陆奕燎、温振明均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以6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交易事宜出具了事前

认可意见及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该关联交易议案不需要提交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2019年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内容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已发

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

额

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

岐江河公司 工程施工 参考市场价格 10,500.00 454.10 1,930.91

中汇集团 工程施工 参考市场价格 100.00 0.00 35.19

民东公司 污泥运输 参考市场价格 600.00 138.56 522.83

南部供水 收取管理费用 参考市场价格 20.00 0.00 20.94

中汇集团 收取管理费用 参考市场价格 60.00 0.00 0.00

客运港 收取管理费用 参考市场价格 5.00 0.00 0.00

小计 - - 11180 138.56 2,509.87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民东公司 污泥处理费 参考市场价格 1300.00 225.48 1,192.63

承包市场 中汇集团 承包市场 参考市场价格 90.00 0.00 80.85

向关联人出

租房屋建筑

物

中汇集团 房屋出租 参考市场价格 150.00 16.88 111.18

南部供水 房屋出租 参考市场价格 50.00 4.04 37.6

口岸公司 房屋出租 参考市场价格 600.00 0.00 352.51

小计 800.00 20.92 501.29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

引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中法水务 采购原材料 9,767.31 9,910.00 14.63% -1.44%

公告编号：

2018-031

大丰水务 采购原材料 9,312.53 9,910.00 13.95% -6.03%

公告编号：

2018-032

小计 - 19,079.84 19,820.00 - - -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品

中法水务 采购原材料 0.22 0.00 0.01% - -

大丰水务 采购原材料 1.58 0.00 0.08% - -

小计 - 1.80 0.00 - -

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

中法水务

收取管理费用

及安装设计费

105.49 210.00 0.23% -49.77%

公告编号：

2018-031

大丰水务

收取管理费用

及安装设计费

113.31 210.00 0.25% -46.04%

公告编号：

2018-031

岐江河公司 工程施工 1,930.91 2,500.00 4.45% -22.76%

公告编号：

2018-031

中汇集团 工程施工 35.19 120.00 0.08% -70.68%

公告编号：

2018-031

民东公司 污泥运输 522.83 0.00 4.88% - -

南部供水 收取管理费用 20.94 0.00 0.72% - -

小计 - 2,728.67 3,040.00 - - -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民东公司 污泥处理费 1192.63 1,230.00 11.14% -3.04%

公告编号：

2018-031

岐江游 广告费 15.00 20.00 8.96% -25.00%

公告编号：

2018-031

小计 - 1207.63 1,250.00 - - -

承包市场 中汇集团 承包市场 80.85 90.00 0.47% -10.17%

公告编号：

2018-031

向关联人出

租房屋建筑

物

中汇集团 房屋出租 111.18 150.00 0.64% -25.88%

公告编号：

2018-031

南部供水 房屋出租 37.60 50.00 0.22% -24.80%

公告编号：

2018-031

口岸公司 房屋出租 352.51 280.00 2.04% 25.90%

公告编号：

2018-031

小计 501.29 480.00 0.47% - -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无。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无。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1）关联方：中山中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悦恒

注册资本：￥1,810,383,163.23 (人民币壹拾捌亿壹仟零叁拾捌万叁仟壹佰陆拾叁元

贰角叁分)

主营业务：对直接只有产权和授权持有产权以及委托管理的企业进行经营管理，对外

投资。

住址：中山市东区兴中道18号财兴大厦。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中汇集团本部-未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03.31

资产总额 485,355.58

净资产 342,940.19

营业收入（1-3月） 76.43

净利润（1-3月） 329.92

（2）关联方：中山岐江河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奕燎

注册资本：￥286,500,000.00(人民币贰亿捌仟陆佰伍拾万元整)

主营业务：承接岐江河环境治理项目；岐江河环境治理项目的投资、建设及营运管理。

住址：中山市东区兴中道18号财兴大厦6楼附楼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03.31

资产总额 44,861.46

净资产 30,981.69

营业收入（1-3月） 0.00

净利润（1-3月） 0.00

（3）关联方：中山市民东有机废物处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南平

注册资本：￥110,500,000.00(人民币壹亿壹仟零伍拾万元整)

主营业务：市政污泥、垃圾的收集与无害化处理；投资沼气生产和销售项目；销售：营养

土、营养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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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址：中山市民众镇沙仔村下围生态环保产业园内。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03.31

资产总额 15,044.87

净资产 5,255.65

营业收入（1-3月） 510.27

净利润（1-3月） -185.46

（4）关联方：中山市中山港口岸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刚

注册资本：￥800,000.00(人民币捌拾万元整)

主营业务：关前商场从事商业贸易（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

制的项目需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

粉）；餐饮服务（奶茶）；车辆停放。

住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沿江东一路1号（行政楼二楼、联检楼一、二楼）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03.31

资产总额 1,286.55

净资产 848.23

营业收入（1-3月） 713.16

净利润（1-3月） 103.25

（5）关联方：中山市南部供水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奕燎

注册资本：￥230,000,000.00(人民币贰亿叁仟万元整)

主营业务：天然水收集及分配；中山市南部三镇取水口上移工程项目的投资和管理。

住址：中山市东区兴中道18号财兴大厦南座8楼806室。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03.31

资产总额 71,165.47

净资产 71,135.13

营业收入（1-3月） 0.00

净利润（1-3月） 5.93

（6）关联方：中山中汇客运港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陆奕燎

注册资本：￥508,900,000.00(人民币伍亿零捌佰玖拾万元整)

主营业务：客运港投资建设。

住址：中山市东区兴中道18号财兴大厦3楼304室。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03.31

资产总额 20,627.26

净资产 15,837.35

营业收入（1-3月） 0.00

净利润（1-3月） -16.05

（7）关联方：中山中法供水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勇

注册资本：壹仟零陆拾肆万肆仟美元

主营业务：生产和销售饮用水给中山市供水总公司（即中山公用水务有限公司）

住址：广东省中山市大涌镇全禄管理区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山公用水务有限公司拥有中山中法供水有限公司33.89%的股权。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03.31

资产总额 14,382.11

净资产 13,605.97

营业收入（1-3月） 2,077.64

净利润（1-3月） 710.48

（8）关联方：中山市大丰自来水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勇

注册资本：壹仟壹佰玖拾陆万叁仟陆佰美元

主营业务：生产和销售饮用水给中山市供水总公司（即中山公用水务有限公司）

住址：广东省中山市港口镇马大丰围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山公用水务有限公司拥有中山市大丰自来水有限公司33.89%的

股权。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03.31

资产总额 15,291.04

净资产 14,561.33

营业收入（1-3月） 2,024.69

净利润（1-3月） 8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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