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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预计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国元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宁波水表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宁波水表”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对宁波水表2019年

度预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2018预计金额

（元） 

2018年实际发

生金额（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

方购买

材料 

宁波普发蒙斯水表

有限公司 
5,000,000 1,675,971.02 

采购的零件主要用于国外特

定市场，实际交易金额受国

外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 

向关联

方销售

产品 

沈阳沈宁水务计量

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30,000,000 1,137,931.03 

与沈阳沈宁的合作模式根据

市场环境的变化进行了调

整，并影响到与其之间的交

易金额 

宁波普发蒙斯水表

有限公司 
5,000,000 14,571.11 

销售的零件主要用于国外特

定市场，实际交易金额受国

外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 

深圳市兴源智能仪

表股份有限公司

（注） 

15,000,000 364,039.93 
报告期内根据实际业务需求

进行了调整 

小计 50,000,000 2,104,575.19 - 

向关联

方租入

办公用

房 

宁波普发蒙斯水表

有限公司 
700,000 591,062.88 - 

合计 55,700,000  3,783,575.97 - 

注：2017年 3月，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董事张世豪辞去兴源仪表的母公司海兴圣创

（深圳）控股有限公司（原名：深圳市兴源鼎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一职，上述实际发生

额为 2018年 1-3月发生额。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基于截至 2018 年 12月 31日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开展情况，结合公司业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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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需要，对公司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如下表：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本次预计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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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上年实际发生

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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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购买

材料 

宁波普发蒙

斯水表有限

公司 

1,000,000 0.12  21,868.83  1,675,971.02 0.24 - 

向关联

方销售

产品 

沈阳沈宁水

务计量技术

发展有限公

司 

2,000,000 0.17  0  1,137,931.03 0.11 - 

宁波普发蒙

斯水表有限

公司 

500,000 0.04  114.25  14,571.11 0 - 

小计 2,500,000 0.21  114.25  1,152,502.14 0.11 - 

向关联

方租入

办公用

房 

宁波普发蒙

斯水表有限

公司 

700,000 100  147,765.72  591,062.88 100 - 

合计  4,200,000 - 169,748.80 3,419,536.04 -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信息 

1、宁波普发蒙斯水表有限公司 

住  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海川路 181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曹后旋 

注册资本：柒拾万美元 

成立日期：2003 年 01月 24日 

营业期限：2003 年 01月 24日至 2023年 01月 23日 

经营范围：流量仪表及零件的制造、加工，自产产品销售；自营和代理货物和

技术的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

有关规定办理申请）；自有房屋租赁。 

宁波普发蒙斯水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发蒙斯”）系公司参股公司，公司

持有其 28.57%股权，且公司董事、总经理王宗辉在其担任副董事长。普发蒙斯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条款规定，为公司关联方。 

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普发蒙斯总资产 11,124,304.47 元，净资产



3 

6,186,445.35元，营业收入 3,291,899.27 元，净利润 167,775.53 元。 

2、沈阳沈宁水务计量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住  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北二号路 10-3号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德林 

注册资本：叁佰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1年 06月 13日 

营业期限：2011年 06月 13日至 2026年 06月 13日 

经营范围：水计量及热力计量技术研发；水计量及热力计量产品的生产；新型

水计量及热力计量设备、材料、组件推广；水计量及热力计量产品、组件的销售及

售后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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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沈宁水务计量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沈宁”）系公司参股公

司，公司持有其 49%股权，且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王开拓在其担任董事。沈阳沈宁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条款规定，为公司关联方。 

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沈阳沈宁总资产 2,273,530.50 元，净资产

2,459,909.51元，营业收入 896.56元，净利润-492,729.95 元。 

（二）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普发蒙斯、沈阳沈宁均是依法存续且经营状况良好的公司，前期同类关联交易

执行情况良好，未发生违约情形，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为销售商品、采购材料、租赁房产等，是根据公

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以 2018 年度的相关交易额作为参考项，对 2019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公司发生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均采用市场化定价原则，

交易双方按照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协商定价，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

益的情况。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并结合了公司 2019 年度经营计划和战略

部署。关联交易的定价公平合理，有利于公司的业务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长远利益。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会对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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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或被控制。 

五、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公司2019年3月2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王宗辉、王开拓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书，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与关联方

之间2019年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预计日常关

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均参照市

场价格确定，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审核意见：1、公司 2019 年日常

关联交易为正常生产经营所需，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2、公司进行

的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合理，定价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尤其是

中小股东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3、我们同意此次预计的关联交

易事项，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意见，

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有关规定。 

2.公司 2019 年度预计关联交易为公司、关联方日常经营活动所需，关联交易

定价公允，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未损害公司及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未影响

公司的独立性。 

因此，保荐机构对宁波水表 2019 年度预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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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预计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  晨                    束学岭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