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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30、200030               证券简称：富奥股份、富奥B 

公告编号：2017–14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 

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4月 27 日

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并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在《证券时报》、

香港《大公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zse.cn 刊登了相关决议事项的公告。现按照要求进行补充说明，具体如下： 

<关于公司与一汽财务有限公司重新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的

补充：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的资金管理，提高风险管控能力，降低资金运营成本，提

高资金运用效益，拓宽融资渠道，根据《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 号——

交易和关联交易》的有关要求，公司拟与一汽财务有限公司（下称“一汽财务”）

重新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重新签署后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约定：公

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在一汽财务存款每日余额的最高限额为 40,000 万元，且公

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存放在一汽财务的存款余额比例不超过一汽财务吸收存款

余额的 30%；公司在一汽财务的各项存款业务执行一汽财务优质客户最优惠价

格，存款利率参照执行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发布的同期同类存款基准利率的最高上

限倍数；公司融资业务交易价格执行一汽财务优质客户最优惠价格，贷款利率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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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贷款基准利率，在签订每笔贷款合同时，双方可参照

同期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普遍的贷款利率并作适当的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本补充决议公告日同日在《证券时报》和香港《大公报》、巨

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关于与关联方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编

号：2017-15 ）。 

独立董事已就此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邱现东先生、付炳锋

先生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审议此议案时，关联股东一汽集团

需回避表决。 

补充后的决议公告内容如下：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7 日

（星期四）在一汽行政事务中心以现场方式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2017 年 4 月 13 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等方

式发出。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

事 9 名，周晓峰董事、付炳锋董事因公出差，不能参加本次会议表决，分别委托

张志新董事、邱现东董事行使表决权。会议由副董事长张志新先生主持，公司董

事邱现东先生、张志新先生、吴云星先生、杨一平先生、吴博达先生、李晓先生、

朱文山先生均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参加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及召开均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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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董

事会提议选举邱现东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经董事会审议通过本议案，邱现东先生当选董事长后，其同

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邱现东先生的个人简历如下： 

邱现东，男，1969 年 11 月生，湖北广水人，1993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93 年 7 月参加工作，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锻压工艺及设备专业、清华大

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本科毕业，工学学士、经济学学士学位，高级会计

师。历任东风汽车公司计划财务部资金处处长，神龙汽车有限公司财务规划部财

务分部负责人、主任，神龙汽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规划部部长，神龙汽车

有限公司执行副总经理兼党委副书记、执行委员会成员，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总经

理兼党委副书记、执行委员会成员，东风汽车公司经营管理部部长、东风汽车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总经理，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等职。

2017年 3 月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其与公司的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二、 关于审议《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2016年，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经管会带领全体员工，凝心聚力，积极把握市

场回暖机遇，妥善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圆满完成了年度经营目标，实现了“十

三五”良好开局。 

2017年是“十三五”的深化之年。继续加强党的建设，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强化思想引领，构建特色文化体系；稳中求速，持续推进“承继、引领、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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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共享”发展理念；突出自主研发，走技术发展之路；提升国际化水平，深

化机制改革，培育奋斗者团队；全力实现“十三五”战略目标，确保可持续发展。 

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三、 关于审议《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2016 年，在改革创新深入推进和宏观政策效应不断释放的共同作用下，国

民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受此影响，汽车行业

加大供给侧改革力度，产品结构调整和更新步伐持续加快，产销增速呈较快增长，

行业经济效益指标呈明显提升，对确保宏观经济平稳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全年

汽车产销 2811.88 万辆和 2802.82 万辆，同比增长 14.46%和 13.65%，增幅比上

年提升 11.21%和 8.97%。其中：乘用车产销 2442.07万辆和 2437.69 万辆，同比

增长 15.50%和 14.93%；商用车产销 369.81万辆和 365.13万辆，同比增长 8.01%

和 5.80%。 

报告期内，本公司以市场为导向，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紧跟行业趋势，关

注产业发展，科学规划发展路径，转变经营理念。坚持务实谋远、稳中求速，秉

持“承继、引领、开放、创新、共享”的发展理念，围绕核心产品业务，继续深

化产品调整、市场调整、企业调整，扎实推进自主研发，切实抓好市场营销，稳

步推进国际化战略，深入持续管理改善，统筹推进机制改革。主动稳定增长、调

整结构、促进改革、应对升级，坚持走以精益管理为支撑的技术创新发展道路，

实现可持续发展。 

报告期内，积极抓住市场回暖机遇，勇于克服各种风险挑战，圆满完成了年

度目标任务。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8.57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35.22%；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34.48%。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90.73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1.7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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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6 年度董事会报告》全文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

网站。 

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 关于审议《公司2016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 2016年度报告及摘要》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 关于审议《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审计）报告》的议案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6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瑞华审字【2017】01310291号《审计报告》。 

2016年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单位 2016 年 2015 年 

同比增减 

绝对额 百分比% 

营业收入 万元 
585,694 433,151 152,543 35.22% 

利润总额 万元 
70,583 53,615 16,968 31.65% 

净利润 万元 
67,662 52,495 15,167 28.8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万元 

67,671 50,322 17,349 34.48% 



 

6 

 

每股收益 元/股 
0.52 0.39 0.13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13.73% 11.19% 2.54%   

总资产 万元 
907,299 808,538 98,761 12.21% 

负债总额 万元 
329,803 278,046 51,757 18.61% 

所有者权益 万元 
577,496 530,492 47,004 8.86%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

有者权益 
万元 

517,407 468,443 48,964 10.45%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 关于审议《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16 年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699,539,510.31

元，提取盈余公积 69,953,951.03 元，当年实现未分配利润为 629,585,559.28

元人民币，加上以前年度留存的未分配利润 2,261,374,899.37 元人民币，合计

未分配利润 2,890,960,458.65 元人民币。 

公司拟定本次股利分配方案如下： 

1、以 2016 年末总股本 1,293,251,508 股，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分配现

金红利 2.00 元，共派发现金红利 258,650,301.6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2,632,310,157.05元，结转下一年度分配。 

2、上述 B 股股利以港元派发，港元与人民币汇率按 2016 年度股东大会批

准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港元兑人民币的中间价计算。 

3、以上现金股利均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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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独立董事经就此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 关于审议《公司2016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和其他内部控制监管要

求，结合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和评价办法，在内部控制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的基础

上，公司对 2016 年 12 月 31 日（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的内部控制有效性

进行了评价，并编制了《公司 2016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

站。 

独立董事已就此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八、 关于审议《公司2017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根据2017年市场销售预测与主机厂产量计划，并结合产品及原材料市场价

格变动趋势，公司编制了2017年财务预算报告，预算营业收入55.5亿元，归属

母公司净利润7亿元，每股收益0.5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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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本财务预算为公司2017年度经营计划的内部管理控制指标，上

述指标受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和市场状况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存在不确定

性，请投资者注意。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 关于审议《公司2017年投资预算报告》的议案 

公司依据发展规划和内外部市场分析，并结合经营实际，编制了公司 2017

年投资预算报告。2017年投资预算总额（合并口径）预计为 34,414万元，总体

情况如下表。 

2017 年投资预算总体情况 

                                                        单位：万元 

研发 市场 小计 新增 更新 管理 小计

分子公司      2,433      2,396      4,829        7,697        5,229           540      13,466      18,295

富奥股份

（总部）

全资小计      2,433      2,396      4,829        7,697        5,229        1,443      14,369      19,198

控股小计      1,667      9,167    10,834        3,269           787           326        4,382      15,216

合计      4,100    11,563    15,663      10,966        6,016        1,769      18,751      34,414

          903           903

项目
战略投资 经营投资

合计

 -  -  -  -  -           903

 

 

特别提示：上述投资预算为公司2017年度经营计划的内部管理控制指标，

能否按期实施完成还受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和市场状况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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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 关于公司2017年短期融资授权的议案 

依据公司2017年度生产经营计划，为了补充提高产销量后的流动资金不足，

提高经营决策效率，公司拟提请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办公会审批筹资业务，授权有

效期为2017年4月19日至2018年4月28日。具体内容如下： 

（一） 银行信用贷款 

1、公司贷款余额不超过20,000万元； 

2、单笔贷款不超过10,000万元。 

（二）银行承兑汇票 

公司应付票据余额不超过70,000万元。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一、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富奥辽宁汽车弹簧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成本，增强子公司的风险意识，公司拟

以自有资金通过一汽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汽财务”）对富奥辽宁汽车弹

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奥辽弹”）提供委托贷款。委托贷款额度不超过1.2

亿元人民币，贷款期限为一年，贷款利率为2%，委托贷款手续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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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提请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办公会办理委托贷款的相关事宜，授权期限为

2017年4月19日至2018年4月28日。具体内容详见本决议公告日同日在《证券时

报》和香港《大公报》、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富奥辽宁汽车

弹簧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关联交易公告》（编号：2017-09 ）。 

因一汽财务为本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独立董事已就此议案

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邱现东先生、付炳锋先

生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审议此议案时，关联股东中国第一

汽车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一汽集团”）需回避表决。 

十二、 关于公司2017年度资产处置的议案 

为了提高资产使用效率，清理低效、无效资产，公司编制了2017年度资产

处置议案，内容如下：（单位：万元）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原值 折旧/摊销 减值准备 净值 拟出售价格 净收益

废旧设备 1,961.45  1,818.20  -       143.25     71.08       -72.17    

代采设备 1,229.70  90.29       -       1,139.41  1,109.98  -29.43    

已批未售 2,372.60  2,261.41  -       111.19     59.30       -51.89    

5,563.75  4,169.90  -       1,393.85  1,240.36  -153.49  

房屋及土地 已批未售 766.72     151.85     -       614.87     1,580.84  965.97   

积压存货 新增 630.65     303.06  327.59     111.46     -216.13  

6,961.12  4,321.75  303.06  2,336.31  2,932.66  596.35   

3,139.32  2,413.26  -       726.06     1,640.14  914.08   

合计

类别

其中已批未售

生产及

办公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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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 关于预计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与关联方一汽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发生原材料采购、产品销售、综合服务、

金融存贷款服务等类型的日常关联交易。同时，公司还与公司部分下属子公司发

生采购、销售商品等类型的日常关联交易。该等交易的产生是基于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维持正常生产经营之需要，有助于公司市场的稳定与拓展，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利益。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在市场化运作方式下，严格遵循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进行的，交易定价政

策和定价依据遵照公正、公平、公开原则。 

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对公司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具体内容详见本补充决议公告日同日在《证券时报》

和香港《大公报》、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关于预计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补充公告》（编号：2017—16）。 

独立董事已就此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邱现东先生、付炳锋先

生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审议此议案时，关联股东一汽集团

需回避表决。 

十四、 关于审议《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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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十五、 关于审议《对一汽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37号―涉及财务公司关联存贷

款等金融业务的信息披露》的有关要求，公司对一汽财务有限公司的经营资质、

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了评估，编制了《对一汽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 

《对一汽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

站。 

独立董事已就此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邱现东先生、付炳锋先

生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十六、 关于审议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签署的《关联采购框架协议》等

的议案 

公司与关联方一汽集团发生原材料采购、产品销售、综合服务等类型的日常

关联交易。该等交易的产生是基于公司维持正常生产经营之需要，有助于公司市

场的稳定与拓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公司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签署

的《关联采购框架协议》、《关联销售框架协议》、《综合服务框架协议》仍处

于有效期。 

独立董事已就此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邱现东先生、付炳锋先

生已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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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审议此议案时，关联股东一汽集团

需回避表决。 

十七、 关于公司与一汽财务有限公司重新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

案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的资金管理，提高风险管控能力，降低资金运营成本，提

高资金运用效益，拓宽融资渠道，根据《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号——交

易和关联交易》的有关要求，公司拟与一汽财务重新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重新签署后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约定：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在一汽财务存

款每日余额的最高限额为 40,000 万元，且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存放在一汽财

务的存款余额比例不超过一汽财务吸收存款余额的30%；公司在一汽财务的各项

存款业务执行一汽财务优质客户最优惠价格，存款利率参照执行中国人民银行统

一发布的同期同类存款基准利率的最高上限倍数；公司融资业务交易价格执行一

汽财务优质客户最优惠价格，贷款利率依据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贷款基准利

率，在签订每笔贷款合同时，双方可参照同期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普遍的贷款利

率并作适当的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本补充决议公告日同日在《证券时报》和香港《大公报》、巨

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关于与关联方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编

号：2017-15 ）。 

独立董事已就此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邱现东先生、付炳锋先

生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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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审议此议案时，关联股东一汽集团

需回避表决。 

十八、 关于聘任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进行公司各专项审计和财务报表审计

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准则，履行了双方约定的责任与义务。该所拥有专业的审

计团队和较强的技术支持力量，审计团队严谨、敬业，具备承担大型上市公司审

计工作的业务能力。 

拟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负责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告审

计，审计费用不超过72万元。 

拟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负责公司2017年内部控制审计，

审计费用不超过30万元。 

独立董事已就此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九、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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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关于成立纪检监察部的议案 

为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

建设的若干意见》文件要求, 落实吉林省国资委党委关于系统企业设立专门的纪

检监察机构的工作要求，健全党的组织机构，公司决定成立纪检监察部，履行纪

律检查和行政监察职能。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二十一、 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 2017 年 5 月 18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

该次股东大会拟审议如下议案： 

1. 关于审议《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2. 关于审议《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审议《公司2016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4. 关于审议《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审计）报告》的议案； 

5. 关于审议《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6. 关于审议《公司2017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7. 关于审议《公司2017年投资预算报告》的议案； 

8.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富奥辽宁汽车弹簧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9. 关于公司2017年度资产处置的议案； 

10. 关于预计公司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1. 关于审议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签署的《关联采购框架协议》等的议

案 

12. 关于公司与一汽财务有限公司重新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13. 关于聘任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14.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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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备查文件 

经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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