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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338         证券简称：潍柴动力       公告编号：2018-005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持续性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公司、本公司、潍柴动力：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福田汽车：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山推股份：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重工：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亚星客车：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潍柴集团：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法士特齿轮：陕西法士特齿轮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汉德车桥：陕西汉德车桥有限公司 

 

一、日常持续性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本公司运营发展需要，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8 日召开四届七次

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与福田汽车、山推股份、亚

星客车及其附属公司的日常持续性关联交易。现对日常持续性关联交易

的预测情况公告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18 年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2017 年发

生金额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福田汽车 

潍柴动力及其附属公司向

福田汽车销售柴油机主机、

关键零部件及相关配件 

69,000 6,253.08 44,85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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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推股份 

潍柴动力及其附属公司向

山推股份销售柴油机主机、

关键零部件及相关配件 

35,000 8,255.18 21,442.21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2017 年发

生金额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亚星客车及

其附属公司 

潍柴动力及其附属公司向

亚星客车及其附属公司销

售发动机、新能源动力总成

及相关产品 

71,000 87,000 109,000 1,212.49 27,001.98 

陕西法士特齿轮向亚星客

车及其附属公司销售变速

器 

6,100 7,600 9,500 46.82 649.57 

陕西汉德车桥向亚星客车

及其附属公司销售车桥 
7,200 8,800 11,000 456.76 4,617.58 

 

二、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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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 售

产品 

福田汽车 

潍柴动力及其附

属公司向福田汽

车销售柴油机主

机、关键零部件及

相关配件 

44,851.99 63,000 0.70% 28.81% 
2017 年 3 月 30

日于巨潮资讯

网的《日常持

续性关联交易

公告》 
山推股份 

潍柴动力及其附

属公司向山推股

份销售柴油机主

机、关键零部件及

相关配件 

21,442.21 15,000 1.89% -42.95%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品 

亚星客车

及其附属

公司 

潍柴动力及其附

属公司向亚星客

车及其附属公司

销售发动机、新能

源动力总成及相

关产品 

27,001.98 108,800 0.41% 75.18% 

2016年 9月 30

日于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日

常持续性关联

交易公告》 

陕西法士特齿轮

向亚星客车及其

附属公司销售变

速器 

649.57 2,880 0.01% 77.45% 2015年 3月 31

日于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日

常持续性关联

交易公告》 

陕西汉德车桥向

亚星客车及其附

属公司销售车桥 

4,617.58 15,400 0.07% 3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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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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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潍柴动力及其附属公司与福田汽车关联交易未达上限，主要是福

田汽车装配潍柴动力及其附属公司相关产品的车型的产量较计划减

少，采购潍柴动力及其附属公司相关产品的数量较计划减少。 

2. 潍柴动力及其附属公司与山推股份关联交易超上限，主要是受

2017 年工程机械行业政策环境变好，加上国家 “国二”升“国三”

的政策导向影响，山推股份采购潍柴动力发动机数量增加。 

3. 潍柴动力及其附属公司与亚星客车及其附属公司关联交易未达

上限，主要是受 2017 年客车市场环境影响，亚星客车及其附属公司

对新能源动力总成、变速器、车桥的采购数量较计划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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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与福田汽车、山推股份、亚星客车及其

附属公司的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与预计上限金额存在差异，主要是

受国家相关政策导向及市场环境影响，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且

符合本公司及股东整体利益，没有发现有损害本公司和非关联股东

的行为和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编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人民币 万

元） 

注册地 主营业务 
企业 

类型 
法定代表人 

1 

北汽福田

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 

667,013.129 

北京市昌平

区沙河镇沙

阳路老牛湾

村北 

制造汽车（不含小轿车）、农用车、农用机械、

摩托车、拖拉机及配件、自行车、建筑材料、模

具、冲压件、发动机、塑料机械、塑料制品、板

材构件、机械电器设备；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

普通货物运输；销售 III 类、II 类：医用电子

仪器设备，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

III 类：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II 类：医用

X 射线设备，临床检验分析仪器，医用超声仪器

及有关设备（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7

年 11 月 25 日）；销售汽车（不含九座以下乘用

车）、农用车、农用机械、摩托车、拖拉机及配

件、自行车、建筑材料、模具、冲压件、发动机、

塑料机械、塑料制品、板材构件、机械电器设备；

销售钢材、木材、五金交电、钢结构及网架工程

施工；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培

训、技术服务；室内外装饰装潢；经营本企业和

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出口业务；本企业和成

员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

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进料加

工和“三来一补”业务；营销策划、营销咨询、

股份有

限公司 
张夕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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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推广服务；仓储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 

2 

山推工程

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124,078.7611 

中国山东省

济宁市高新

区 327 国道

58 号 

建筑工程机械、矿山机械、农田基本建设机械、

收获机械及配件的研究、开发、制造、销售、租

赁、维修及技术咨询服务 

股份有

限公司 
张秀文 

3 

扬州亚星

客车股份

有限公司 

22,000.00 

江苏省扬州

市邗江汽车

产业园潍柴

大道 2 号 

客车、特种车、农用车、汽车零部件的开发、制

造、销售、进出口及维修服务。机动车辆安全技

术检验（依法取得行政许可后在许可范围内经

营）。 

股份有

限公司 
钱栋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由于本公司董事张泉先生在福田汽车担任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 10.1.3 条的规定，本公司及其附属

公司与福田汽车构成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山推股份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山东重工控股 27.62%的公司，与本公

司关系为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十章第一节 10.1.3 条的规定，本公司与山推股份构成关联关系，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 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亚星客车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潍柴集团间接控股 51%的附属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 10.1.3 条的规定，

亚星客车及其附属公司与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构成关联关系，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关联方在与本公司及相关附属公司长期的业务协作配套关系

中，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基本上不会形成本公司的坏账损失。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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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与上述各关联方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交易定

价按照市场价格确定，如无市场定价，则根据政府定价或按实际成本加

上合理利润定价等方式确定，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因本公司及相关附属公司与关联方存在长期的业务往来关系，上述

关联交易均系本公司及相关附属公司实际生产经营发展需要，与相关关

联方发生的日常持续性关联交易，不会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同时，

与该等关联企业的交易不会影响本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 

六、审议程序 

（一）上述关联交易已经本公司四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根据境

内外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关联董事谭旭光先生、江奎先生、张泉先生、

徐新玉先生、孙少军先生在相关议案表决时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意见： 

1.同意将关于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与福田汽车、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与

山推股份、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与亚星客车及其附属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提交公司四届七次董事会审议。 

2.上述关联交易均系正常生产经营所需，交易定价均按照市场价格

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条款公平合理，按照一般

商业条款进行，且符合本公司及股东整体利益，没有发现有损害本公司

和非关联股东的行为和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按法律程序进行审议，涉及须由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事项时关联董事均予以回避表决，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且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4.2017 年，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与福田汽车、山推股份、亚星客车及

其附属公司的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与预计上限金额存在差异，主要是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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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相关政策导向及市场环境影响，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且符合本

公司及股东整体利益，没有发现有损害本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行为和情

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 

1．四届七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