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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000030、200030           股票简称：富奥股份、富奥B  

公告编号： 2017- 16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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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1、2017 年度内，公司将与关联方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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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还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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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预计公司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3、本次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2017 年公司与关联方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

易金额约为622,990万元，2016年与单一关联人发生关联交易超预计金额 29,852

万元。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在此项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邱现东先生、付炳锋先生回避了

表决，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了该议案。 

5、上述关联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在股东大会审议时，公

司关联股东一汽集团将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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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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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商品/

接收劳务 

长春富奥东睦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协作件等 市场定价 3,607 1,171 2,059 

蒂森克虏伯富奥辽阳弹簧有限公司 协作件等 市场定价 3,600 793 1,528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协作件、动能等 市场定价 5,195 1,698 3,003 

大众一汽平台零部件有限公司 协作件等 市场定价 1,516 448 1,381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协作件等 市场定价 1,308 324 2,065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

公司 
协作件等 市场定价 608 176 1,189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网络服务、设备

等 
市场定价 559 74 367  

其他关联人小计 
协作件、保险服

务等 
市场定价 2,068 307 5,368 

合计    18,461 4,991 16,961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零部件等 市场定价 225,563 75,521 166,633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零部件等 市场定价 94,601 29,241 81,461 

大众一汽平台零部件有限公司 零部件、劳务等 市场定价 114,639 26,458 71,421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零部件等 市场定价 79,809 18,213 52,013 

天合富奥汽车安全系统[长春]有限

公司 
零部件、劳务等 市场定价 14,808 4,099 7,807 

一汽吉林汽车有限公司 零部件等 市场定价 8,419 2,473 5,190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零部件等 市场定价 6,813 438 2,679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零部件等 市场定价 2,287 542 1,720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零部件等 市场定价 859 86 594 

采埃孚富奥底盘技术（长春）有限

公司 
零部件、劳务等 市场定价 841 87 1,124 

长春富奥万安制动控制系统有限公

司 
零部件等 市场定价 795 292 2,515 

蒂森克虏伯富奥辽阳弹簧有限公司 零部件、劳务等 市场定价 615 131 498 

其他关联人小计 零部件、劳务等 市场定价 2,109 213 1143 

合计     522,307 157,794 394,797 

出租资产 

大众一汽平台零部件有限公司 租赁服务 市场定价 869 251 775 

天合富奥汽车安全系统[长春]有限

公司 
租赁服务 市场定价 230 61 207 

长春富奥万安制动控制系统有限公

司 
租赁服务 市场定价 170 49 136 

富奥翰昂汽车热系统（长春）有限 租赁服务 市场定价 136 39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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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其他关联人小计 租赁服务 市场定价 33 29 32 

合计     1,438 429 1,272 

收取商标

权使用费 

天合富奥汽车安全系统[长春]有限

公司 
商标权使用费 协议定价 4,648 1,165 5,237 

长春富奥石川岛增压器有限公司 商标权使用费 协议定价 2,034 0 2,038 

天合富奥商用车转向器（长春）有

限公司 
商标权使用费 协议定价 179 107 174 

合计     6,861 1,272 7,450 

存款余额 一汽财务有限公司 存款余额   40,000 28,883  34,092 

贷款余额 一汽财务有限公司 贷款余额   20,000 0  0 

委托贷款 一汽财务有限公司 委托贷款   12,000 7,000  7,000 

利息收入 一汽财务有限公司 利息收入   1,053 121 752 

利息支出 一汽财务有限公司 利息支出   87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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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商品/ 

接收劳务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协作件等 2,065 9,385 12% -78% 
2016年 4

月 19日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

股份有限公司 
协作件等 1,189 9,300 7% -87%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协作件、动能等 3,003 5,772 18% -48%   

长春富奥东睦粉末冶金有

限公司 
协作件等 2,059 4,928 12% -58%   

大众一汽平台零部件有限

公司 
协作件等 1,381 3,487 8% -60%   

蒂森克虏伯富奥辽阳弹簧

有限公司 
协作件等 1,528 4,500 9% -66%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进出口

有限公司 
协作件、设备等 309 2,885 2% -89%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网络服务、设备

等 
367 2,105 2% -83%   

长春富奥万安制动控制系

统有限公司 
协作件等 4,317 6,235 26% -31% 

2016年 11

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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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关联人小计 
协作件、保险服

务等 
743 1,855 4% -60%   

合计   16,961 50,452 100% -66%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零部件等 166,633 196,550 42% -15%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零部件等 81,461 157,070 21% -48%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零部件等 52,013 132,578 13% -61%   

大众一汽平台零部件有限

公司 
零部件、劳务等 71,421 41,569 18% 72%   

天合富奥汽车安全系统[长

春]有限公司 
零部件、劳务等 7,807 16,204 2% -52%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 
零部件等 2,679 7,827 1% -66%   

一汽吉林汽车有限公司 零部件等 5,190 7,590 1% -32%   

长春富奥万安制动控制系

统有限公司 
零部件等 2,515 5,100 1% -51%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零部件等 391 4,643 0% -92%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进出口

有限公司 
零部件等 594 3,135 0% -81%   

一汽客车有限公司 零部件等 197 3,905 0% -95%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零部件等 1,720 2,213 0% -22%   

采埃孚富奥底盘技术（长

春）有限公司 
零部件、劳务等 1,124 1,500 0% -25%   

蒂森克虏伯富奥辽阳弹簧

有限公司 
零部件、劳务等 498 1,180 0% -58%   

蒂森克虏伯富奥汽车转向

柱（长春）有限公司 
零部件 167 900 0% -81%   

其他关联人小计 零部件、劳务等 388 4,250 0% -91%   

合计   394,797 586,214 100% -33%   

出租资产 

大众一汽平台零部件有限

公司 
租赁服务 775 1,244 61% -38%   

天合富奥汽车安全系统[长

春]有限公司 
租赁服务 207 332 16% -38%   

富奥翰昂汽车热系统（长

春）有限公司 
租赁服务 123 197 10% -38%   

其他关联人小计 租赁服务 168 800 13% -79%   

合计   1,272 2,573 100% -51%   

收取商标 

权使用费 

天合富奥汽车安全系统[长

春]有限公司 
商标权使用费 5,237 10,516 70% -50%   

天合富奥商用车转向器（长

春）有限公司 
商标权使用费 174 206 2% -15%   

长春富奥石川岛增压器有

限公司 
商标权使用费 2,038 3,000 27% -32% 

2016年 11

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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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7,450 13,722 100% -46%   

存款余额 一汽财务有限公司 存款余额 34,092 40,000 100% -15%   

贷款余额 一汽财务有限公司 贷款余额 0 20,000 100% -100%   

委托贷款 一汽财务有限公司 委托贷款 7,000 12,000   -42%   

利息收入 一汽财务有限公司 利息收入 752 702 100% 7%   

利息支出 一汽财务有限公司 利息支出 0 1,0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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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中存在单项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低于预计金额

20%以上的情况，主要受市场需求波动等因素影响。公司合并单位塔奥金环

对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汽大众”）的关联销售采取整车企

业与零部件企业常见的二次配套的供货模式，即先与大众一汽平台模块装配

并开具发票结算，大众一汽平台次月根据一汽大众实际下线数量进行二次配

套转换，一汽大众据此确认对塔奥金环的应付账款并付款给塔奥金环。按交

易实质进行统计，塔奥金环的实际客户和付款方均为一汽大众，将本年塔奥

金环通过大众一汽平台结算的 33,236 万元交易额计入与一汽大众的关联交

易额当中，公司与一汽大众、大众一汽平台的关联交易金额均不超过年初获

批额度。上述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双方的交易行为是

在市场经济的原则下公平合理的进行，交易价格是公允的，没有损害公司和

股东的利益。（上述与大众一汽平台关联销售交易超预计金额将提交 2016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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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6 年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控制在预计范围内，但存在与关联方在

采购、销售、劳务等单项业务交易额低于预计交易额 20%的情况是公司根据

市场和自身情况，结合生产安排的及时调整，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的需要；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不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序号 关联人 关联人情况 

1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春波 

注册资本：798,500万元 

注册地址：长春东风大街76号 

主营业务：生产和销售中重型载重车、整车、汽车总成及

零部件、机械加工、仓储物流、汽车修理。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子公司的下属

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四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2015年末，该公司总资产2,857,922万元，

净资产1,281,375万元，营业收入3,041,929万元。  

2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平 

注册资本：781,200万元 

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东风大街安庆路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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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生产德国大众A级系列和奥迪C/D级系列轿车、

奥迪V6系列发动机及其总成、零部件、销售自产产品、提

供售后服务。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子公司控股的

中外合资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

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2015年末，该公司总资产14,315,967万元，

净资产6,512,866万元，营业收入29,556,886万元。  

3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秦焕明 

注册资本：162,750万元 

注册地址：高新区蔚山路4888号 

主营业务：开发、制造、销售轿车、旅行车及其配件,修理

汽车,加工非标设备,机械配件,机电产品（不含小轿车）销

售；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控股的上市公

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四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2015年末，该公司总资产1,803,846万元，

净资产874,517万元，营业收入2,666,384万元。  

4 一汽吉林汽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秦焕明 

注册资本：157,982万元 

注册地址：吉林市高新区东山街2888号 

主营业务：轻、微型汽车及其配件的制造、销售；汽车维

修。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子公司的下属

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四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2015年末，该公司总资产371,659万元，净

资产-21,351万元，营业收入167,282万元。  

5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秦焕明 

注册资本：159,517.40万元 

注册地址：天津市西青区京福公路578号 

主营业务：生产及销售“夏利、威乐、威姿、威志牌”系

列经济型轿车，CA4GA、CA3GA2系列发动机，5T063、5T065

系列变速器及相关产品的开发设计。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子公司的下属

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四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2015年末，该公司总资产590,392万元，净

资产156,675万元，营业收入340,427万元。  

6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进出

口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志坚 

注册资本：5,8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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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东风大街3025号 

主营业务：承包本行业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

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等。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子公司的下属

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四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2015年末，该公司总资产868,055万元，净

资产407,824万元，营业收入3,427,170万元。  

7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平 

注册资本：595,247万元 

注册地址：长春市西新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大街2259号 

主营业务：汽车及汽车配件、小轿车及小轿车配件、旅游

车及旅游车配件、汽车修理、动能输出、机械加工、建筑

一级；汽车技术研发；试验检验、检测检定、媒体广告、

劳务服务。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该关联人符

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

形。 

财务数据：截止2015年末，该公司总资产14,837,758万元，

净资产14,323,257万元，营业收入74,761万元。  

8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平 

注册资本：7,800,000万元 

注册地址：长春市西新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大街2259号 

主营业务：汽车制造及再制造，新能源汽车制造；金属铸

锻、模具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与试验；专业技术服务；计

算机及软件服务；火力发电及电力供应；热力生产和供应；

水和燃气供应；道路货物运输；仓储业；机械设备、五金

交电、电子产品及车用材料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广告设

计制作发布；商务服务；劳务服务；汽车及二手车销售（法

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规定应取得前置审批的

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的下属子公司，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四款规定的

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2015年末，该公司总资产19,863,465万元，

净资产18,482,403万元，营业收入678,575万元。  

9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冲天  

注册资本：40,855万元 

注册地址：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百合街1009号  

主营业务：从事汽车业管理软件与汽车电子产品研发、制

造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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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的下属子公司，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四款规定的

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2015年末，该公司总资产168,095万元，净

资产108,233万元，营业收入138,899万元。  

10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

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邱现东 

注册资本：21,152万元 

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汽车产业开发区东风南街1399号 

主营业务：汽车改装（除小轿车、轻型车）、制造汽车零

部件；经销汽车配件、汽车、小轿车；仓储、劳务、设备

及场地租赁；技术服务；汽车保险杠、相关汽车零部件及

塑料制品的开发、制造、售后服务；汽车保险杠蒙皮、保

险杠总成、门槛总成、前围模块总成、防擦条、格栅总成

及扰流板的开发、制造和销售；开发、制造、销售汽车的

电镀、喷涂、披覆、注塑及表面处理类零件总成；设计、

测试、开发、生产和销售各类车灯以及安装车灯的电子器

件，出口销售相关产品，进口用于生产上述产品的设备、

模具、材料、零部件、技术和专利；企业管理服务、汽车

配件技术研发服务。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子公司的下属

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四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2015年末，该公司总资产471,616万元，净

资产383,764万元，主营业务收入699,623万元。  

11 一汽财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滕铁骑 

注册资本：160,000万元 

注册地址：长春市净月经济开发区生态大街3688号 

主营业务：办理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内部金融业务及中

国人民银行批准的业务。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子公司的下属

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四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2015年末，该公司总资产4,989,617万元，

净资产439,922万元，营业收入263,798万元。  

12 
长春富奥万安制动控制

系统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甘先国 

注册资本： 5,000万元 

注册地址：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富奥大路599D号 

主营业务： 汽车（摩托车）制动系统、离合操纵系统零部

件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服务及备件销售，货物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联营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

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13 
长春富奥东睦粉末冶金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阳 

注册资本：2,8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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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高新区越达路超达双德工业园9号厂房（住所期

限至2018年5月1日止） 

主营业务：机电产品零部件及模具生产，新金属材料制品

的研究、开发。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联营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

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2015年末，该公司总资产3,917万元，净资

产2,328万元，营业收入6,599万元，净利润973万元。 

14 
采埃孚富奥底盘技术(长

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一平 

注册资本：17449万元  

注册地址：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南湖大路5000号 

主营业务：开发、生产、检测、装配汽车底盘系统及部件、

悬架系统及部件、转向系统及部件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联营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

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2015年末，该公司总资产100,871万元，净

资产41,266万元，营业收入410,558万元，净利润15,126万

元。 

15 
天合富奥汽车安全系统

[长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杜辛跃 

注册资本：10,400万元 

注册地址：高新开发区硅谷大街4579号 

主营业务：开发、生产汽车底盘系统及相关零部件、制动

系统及相关零部件、设计、开发、制造汽车气囊系统，座

椅安全带和方向盘及其零部件。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合营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

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2015年末，该公司总资产265,516万元，净

资产93,901万元，营业收入871,250万元，净利润29,004万

元。 

16 
大众一汽平台零部件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戴诗林   

注册资本：47,600万元 

注册地址：高新开发区光谷大街3999号 

主营业务：研制、开发、生产汽车平台零部件。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合营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

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2015年末，该公司总资产216,680万元，净

资产90,238万元，营业收入631,435万元，净利润10,306万

元。 

17 
天合富奥商用车转向器

（长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杜辛跃  

注册资本：13,300万元 

注册地址：长春经济开发区东南湖大路4789号 

主营业务：商用车动力转向器产品的应用设计、制造、装

配及售后服务。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合营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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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2015年末，该公司总资产22,800万元，净

资产10,722万元，营业收入12,592万元，净利润-41万元。 

18 
蒂森克虏伯富奥汽车转

向柱（长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盖德 杜勒 

注册资本：500万欧元 

注册地址：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昆山路4477号 

主营业务：汽车转向管柱及相关部件的开发、装配、制造。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合营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

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2015年末，该公司总资产83,089万元，净

资产49,163万元，营业收入89,458万元，净利润11,612万

元。 

19 
蒂森克虏伯富奥辽阳弹

簧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甘先国 

注册资本：2127.77万美元 

注册地址：辽阳市繁荣路中段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加工汽车悬架圆簧、扭杆、稳定

杆及研发技术服务。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联营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

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2015年末，该公司总资产78,643万元，净

资产38,873万元，营业收入73,507万元，净利润7,070万元。 

20 
富奥翰昂汽车热系统（长

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一平 

注册资本：758万美元 

注册地址：汽车产业开区长虹大路999号 

主营业务：开发、生产及销售汽车用空调系统、散热器及

其他零部件。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合营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

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2015年末，该公司总资产40,510万元，净

资产17,347万元，营业收入51,875万元，净利润2,563万元。 

21 
长春富奥石川岛增压器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野角忠司  

注册资本：15,830万元  

注册地址：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洋浦大街3377号  

主营业务： 开发、制造汽车内燃机用涡轮增压器及相关产

品。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联营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

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2015年末，该公司总资产80,665万元，净 

资产28,854万元,营业收入102,450万元，净利润12,070万

元。  

 

关联人履约能力分析：以上关联人与公司具有长期的协作配套关系，有较强

的履约能力，基本上不会形成本公司的坏账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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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和定价方法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公开及市场公允原则。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方法主要为遵循市场价格；如果没有市场价格，按

照成本加成定价；如果既没有市场价格，也不适合采用成本加成定价的，按照协

议价定价。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2012 年 2 月 8 日，公司与一汽集团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关联采购框架协

议》、《关联销售框架协议》、《综合服务框架协议》；同日，公司与一汽财务有限

公司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该等协议已经 2012 年 3 月 12

日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交割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三

年，有效期届满后，双方对协议项下的条款均无异议，该协议将自动延长。2014

年 4月，公司与一汽财务有限公司对《金融服务框架协议》进行了修订，该事项

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7

年 4月，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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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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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见公司于决议公告日和补充决议公告日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17- 07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补充公

告》（公告编号：2017- 14）。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日常关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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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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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董事于董事会前对此类关联交易给予了认可，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该等日常关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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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定价

政策和定价依据遵照公正、公平、公开原则，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日

常关联交易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董事会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六、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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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