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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85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公告编号：2020-020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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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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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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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公司包括广发证券、中海

广东、中山银达担保等13家公司。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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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务板块设计日供水能力达236万立方米，供水管道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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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6500公里，覆盖面积超2000平方公里；设计日污水处理规模达100万立方米。 

公司供水总量在中山市占市场份额约80%，污水处理总量占市场份额约35%。 

（2）固废处理 

公司旗下的天乙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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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工程占地面积约5.6万

平方米，设计垃圾处理能力约1200吨/日。天乙能源全年预计发电量达3亿度/年，渗滤液处理

21.9万吨/年，年处理生活垃圾79.2万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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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家子公司，负责运营4个垃圾填埋场，主要承担中山市东南

片区及部分镇区的道路清扫保洁、道路洒水、垃圾收集运输，以及中山市镇区污水厂的污泥

运输、全市770家医疗机构的垃圾收集和处置业务。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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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市场运营 

公司旗下市管公司管辖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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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最大的果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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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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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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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续完成了运力更新，投入运营4艘碳纤维高速客轮，极大便利了城市居民的出行。2019

年客运量约120万人次。 

（7）对外投资 

围绕战略发展目标，公司聚焦环保水务主业，继续加大对外投资步伐，不断优化完善产

业结构。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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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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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公司成立了公用环投、公用国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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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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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19 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营业收入 2,219,578,462.61 2,036,839,920.88 8.97% 1,759,843,667.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046,376,668.35 686,463,263.42 52.43% 1,082,426,47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24,104,651.55 623,057,076.42 64.37% 1,024,290,158.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832,259,020.77 574,822,982.11 44.79% 586,224,849.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1 0.47 52.43% 0.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1 0.47 52.43% 0.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24% 5.62% 2.62% 9.20% 

 2019 年末 2018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7年末 

总资产 19,133,029,367.26 17,143,654,004.32 11.60% 15,983,675,652.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3,132,338,133.53 12,280,474,160.72 6.94% 12,129,547,987.8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03,298,956.60 475,955,502.87 523,734,036.07 816,589,967.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15,840,258.60 182,854,540.50 239,420,269.25 308,261,6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5,744,029.21 176,091,218.41 237,787,605.75 294,481,798.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5,361,871.36 201,192,485.39 226,781,228.51 449,647,17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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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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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40,560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39,778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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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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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万能保险产

品 

其他 1.58% 23,252,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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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险

分红 

其他 0.70% 10,379,335 0   

华夏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其他 0.62% 9,14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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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9% 8,703,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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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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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中，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

产品、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险分红及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同属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其他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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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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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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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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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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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公用事业

集团股份有限
19中山 01 112861 2024年 03月 05日 100,0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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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9 年

（第一期）公司

债券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

息兑付情况 

公司于 2019年 5月 22 日支付“18中山 01”2018 年 5月 22日至 2019年 5

月 22日期间利息 5300 万元；于 2019年 10月 29日支付“12中山 01”2018

年 10月 29日至 2019年 10月 29日期间的利息 5500万元及“12 中山 01”本

金 99999.5万元。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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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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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报告》，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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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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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29.57% 26.55% 3.02% 

EBITDA 全部债务比 40.38% 40.89% -0.51% 

利息保障倍数 7.21 8.08 -10.77%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公司坚持“产业经营+资本运作”双轮驱动的工作思路，聚焦“环保水务”核心

主业，对外大力投资拓展主营业务，布局全国市场，对内优化经营管理，强化技术创新，积

蓄发展动能。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大力对外投资拓展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对外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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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公司分别在内蒙古通辽、浙江兰溪以及

北京房山区投成落地项目3个，涉及项目金额7.33亿元。中通环境相继获得北京市通州区15

座污水处理厂（站）、北京市房山小清河、琉璃河沿岸污水处理厂站等一批政府委托运营项目。

省外工程建设业务板块承建项目金额超1.2亿元。 

扎实深耕存量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扎实深耕中山本土业务，为做强做大企业打下坚实基础。水务公司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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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污水服务单价调整、建立市政供水水价联动机制工作，进一步挖掘增量业务潜力。2019

年，水务公司新签订二次供水维护协议共87份，合同金额1.05亿元；完成中山市三乡新盛世

直饮水项目试点项目，已有649户用户完成报装。名城科技中标10个环卫项目，中标金额2.96

亿元。市管公司营收及利润均实现10%以上的增长率。 

推进企业机制改革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动企业机制改革，进一步释放企业活力。公用水务旗下检测业务

完成国企混改试点项目，通过引进国内外有影响力的澳实分析检测有限公司作为战略合作伙

伴，共同参与中山市中能检测中心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公开挂牌项目，探索建立市场导向的激

励约束机制，涉足外部商业化检测业务。 

升级技术打造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研发投入，强化信息化建设及技术创新应用,打造行业核心竞争力。

一是加快推进信息化建设，升级智慧水务平台。公用水务完成了供水运营平台系统9大模块的

开发应用，强化对下属水厂的远程管理。二是进一步推动自动化、系统化、智能化的科学管

理模式。公用水务下属5家水厂完成了自动化改造，155个泵房试运行巡检监控系统。三是推

动创新技术平台建设及技术应用。中通环境成功受让哈尔滨工业大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核

心成果，获得其核心知识产权。“城镇污水深度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中山公

用分实验室”与中山市科技局签订国家级创新平台建设合同，获得专项资金支持。公司共申

请发明专利8项，实用新型专利14项，软件著作权4项，开展重点科研项目超10项，技术研发

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拓宽融资渠道，保障资金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成功发行10亿元公司债，利率为4%，低于三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4.75%。

天乙能源三期项目、公用环境江门项目获得银行贷款6.6亿元，贷款利率低于同期贷款基准利

率，公司债银行项目贷款的利率较低，极大地降低融资成本。公司同时获得银行授信总额度

45亿元，统筹使用授信额度12.5亿元。公司通过多渠道融资有效保障公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

求，为公司对外拓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重点工程项目顺利完成 

报告期内，天乙能源三期项目顺利完成建设及并网发电，天乙能源整体垃圾处理能力可

达到2,170吨/天，较好地缓解中山北部八个镇区的垃圾处理压力，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水平。

公用水务完成中嘉污水处理厂、珍家山污水处理厂、黄圃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项目。光

明市场顺利搬迁整合至中山农产品交易中心后，该交易中心形成为一个集水果、蔬菜、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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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一体的综合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区域影响力和辐射能力大为增强。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达到191.33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公司净资产131.32亿元，

资产负债率为29.57%，净资产收益率为8.24%。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2.20亿元，同比增

长8.9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0.24亿元，同比增长64.37%，

剔除广发证券投资收益后净利润2.68亿元，同比增长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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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7,866,791.43 160,930,459.80 22.73% 6.03% 1.98% 3.07% 

污水、废液处理 159,693,103.97 54,091,570.60 33.87% 49.17% 40.34% 4.16% 

市场租赁业 206,318,377.23 119,907,876.93 58.12% 19.48% 50.50% -8.63% 

客运服务 203,196,972.42 70,008,349.65 34.45% -23.80% 4.33% -17.67% 

环卫收入 195,644,075.25 24,216,450.31 12.38% -0.97% 9.60% -8.45% 

工程安装收入 512,510,850.77 125,478,693.75 24.48% 19.07% 16.44%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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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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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7年 3月 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2017年修订）》（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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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

9号），于 2017年 5月 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

（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年 1

月 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9年 4月 29日决议通过，公司于 2019年 1月 1

日起开始执行前述新金融工具准则。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所有已确认金融资产，其后续均按摊余成本或公允价值计量。在新

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以公司该日既有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以

金融资产初始确认时的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该金融资产上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

产分为三类：按摊余成本计量、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及按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其中，对于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

具投资，当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将从其他综合

收益转入留存收益，不计入当期损益。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租赁应收款及财务担保合同计提

减值准备并确认信用减值损失。 

公司追溯应用新金融工具准则，但对于分类和计量（含减值）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

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不一致的，公司选择不进行重述。因此，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

响数，公司调整 2019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2018

年度的财务报表未予重述。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的主要变化和影响如下：  

——公司持有的某些理财产品、信托产品、股权收益权及资产管理计划等，其收益取决于标

的资产的收益率，原分类为其他流动资产。由于其合同现金流量不仅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

本金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公司在 2019年 1月 1日及以后将其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列报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公司于 2019年 1月 1日及以后将持有的部分非交易性股权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列报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首次执行日前后金融资产分类和计量对比表 

①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2018年12月31日（变更前） 2019年1月1日（变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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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1,595,780,772.19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1,595,780,772.19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224,466,094.31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224,466,094.31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48,260,606.81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48,260,606.81 

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152,574,539.78 

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64,574,539.78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 

88,000,000.00 

发放贷款及垫款 摊余成本 220,777,367.68 发放贷款及垫款 摊余成本 220,777,367.68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以 成 本 计 量

（权益工具） 
14,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 

22,255,500.00 

长期应收款 摊余成本 5,017,667.99 长期应收款 摊余成本 5,017,667.99 

②母公司财务报表不存在需调整事项。 

2）首次执行日，原金融资产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新

金融资产账面价值的调节表 

①对合并报表的影响 

项  目 
2018年12月31日

（变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

（变更后） 

摊余成本：     

其他流动资产 152,574,539.78 —— —— —— 

减：转出至交易性金融资产 —— -88,000,000.00 —— ——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 —— —— 64,574,539.78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原准则） 14,000,000.00 —— —— —— 

减：转出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14,000,000.00 —— ——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 —— ——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 
    

交易性金融资产 —— —— —— —— 

加：自其他流动资产转入 —— 88,000,000.00 —— —— 

重新计量：按公允价值重新计量 —— ——  ——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 —— —— 88,00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 —— —— 

加：自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原准

则）转入 
—— 14,000,000.00 —— —— 

重新计量：按公允价值重新计量 —— —— 8,255,500.00 ——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 —— —— 22,255,500.00 

②母公司财务报表不存在需调整事项。 

3）首次执行日，金融资产减值准备不存在需调整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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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 2019年 1月 1日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影响 

①对合并报表的影响 

项  目 合并未分配利润 合并盈余公积 合并其他综合收益 

2018年12月31日 7,322,453,122.54 771,691,604.59 783,842,426.12 

1、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重分类为其他

权益工具投资并重新计量 

  8,255,500.00 

2、因公允价值重新计量确认的递延所

得税 

  -1,238,325.00 

2019年1月1日 7,322,453,122.54 771,691,604.59 790,859,601.12 

②母公司财务报表不存在需调整事项。 

（2）财务报表格式变更 

财政部于 2019年 4月、9月分别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9]6号）、《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合并财务报表格式作出了修订，公司已根据其要求按照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合并财务报表

格式编制财务报表。主要变化如下： 

1）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行项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将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行项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 

2）新增“应收款项融资”行项目； 

3）列报于“其他应收款”或“其他应付款”行项目的应收利息或应付利息，仅反映相关金融

工具已到期可收取或应支付，但于资产负债表日尚未收到或支付的利息；基于实际利率法计

提的金融工具的利息包含在相应金融工具的账面余额中； 

4）将“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行项目自“其他收益”行项目前下移至“公允价

值变动收益”行项目后，并将“信用减值损失”行项目列于“资产减值损失”行项目之前； 

5）“投资收益”行项目的其中项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行项目。

公司根据上述列报要求相应追溯重述了比较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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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与博华水务投资（北京）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 35,000,000元受让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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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水务投资（北京）有限公司持有的博华水务投资（中山）有限公司 100%股权，股权转让后，

博华水务投资（中山）有限公司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博华水务投资（中山）有限公司已于

2019年 1 月 10日完成工商变更并于 1月纳入合并范围。 

公司子公司中山公用环保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北京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

让协议》，以 236,027,741.57 元受让北京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持有的通辽市桑德水务有限

公司 100%股权，股权转让完成后，通辽桑德成为公用环投的全资子公司。通辽桑德已于 2019

年 3月 29日完成工商变更并于 4月纳入合并范围。 

公司子公司中山公用环保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西藏桑德水务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

议》，以 172,241,014.62元受让西藏桑德水务有限公司持有的兰溪桑德水务有限公司 100%股

权，股权转让完成后，兰溪桑德水务有限公司成为公用环投的全资子公司。兰溪桑德水务有

限公司已于 2019年 9月 27日完成工商变更并于 10月纳入合并范围。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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