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差异的说明 

根据证监会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则、《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等规章制度以及《深交所主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系列第24号-上市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格式》等有关规定的要求，我们作为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对公司2018年度主要的日常关

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的差异进行了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2018年公司全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为161,050.00万元，实际发生金额为

113,475.52万元，实际比预测减少了47,574.48万元。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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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商

品 

江苏宗申车业有限公司 整机及配件 39,314.60  58,900.00  47.09% -33.25% 

2018 年

3 月 15

日

http:/

/www.c

ninfo.

com.cn 

 

重庆宗申机车工业制造有

限公司 
整机及配件 29,994.57  40,100.00  35.93% -25.20% 

宗申·比亚乔佛山摩托车企

业有限公司 
整机及配件 7,382.72  10,000.00  8.84% -26.17% 

重庆宗申车辆有限公司 整机及配件 3,931.59  7,700.00  4.71% -48.94% 

河南力之星三轮摩托车制

造有限公司 
整机及配件 1,188.20  6,000.00  1.42% -80.20% 

重庆美心翼申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 
整机及配件 445.58   700.00  0.53% -36.35% 

重庆宗申塞尔瓦水上动力

有限责任公司 
整机及配件 292.99   400.00  0.35% -26.75% 

其他零星单位 整机及配件 941.19   700.00  1.13% 34.46% 

小计  83,491.45 124,500.00 100.00% -32.94% 

采购商

品 

重庆美心翼申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 
原材料 8,538.29 10,600.00 35.17% -19.45% 

重庆宗申吕田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 
原材料 7,939.07  10,100.00  32.70% -21.40% 

重庆宗申汽车进气系统制

造有限公司 
原材料 3,911.49  4,550.00  16.11% -14.03% 

重庆宗申机车工业制造有

限公司 
原材料 431.53  1,500.00  1.78% -71.23% 

重庆宗申电器有限公司 原材料 2,201.29  2,120.00  9.07% 3.83% 

重庆赛科龙摩托车制造有

限公司 
原材料 1,093.76  1,060.00  4.51% 3.18% 

其他零星单位 原材料 162.84   70.00  0.67% 132.63% 

小计  24,278.27  30,000.00  100.00% -19.07% 



提供劳

务 

重庆车云金服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加工费或服务费  1,269.89   -    92.28% - 

2018 年

3 月 15

日（8

月2日）

http:/

/www.c

ninfo.

com.cn 

其他零星单位 加工费或服务费  106.26   150.00  7.72% -29.16% 

小计  1,376.16 150.00 100.00% 817.44% 

接受劳

务 

重庆车云金服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服务费  -     1,200.00  - -100.00% 

重庆宗申后勤管理有限公

司 

支付物管费、保洁

费等 
 655.18   710.00  52.50% -7.72% 

宗申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支付安保服务费等  291.86   360.00  23.39% -18.93% 

其他零星单位 支付的费用  300.89   540.00  24.11% -44.28% 

小计   1,247.93   2,810.00  100.00% -55.59% 

代收代

付水电

气等 

重庆宗申吕田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 
水电气  375.43   510.00  37.47% -26.39% 

重庆赛科龙摩托车制造有

限公司 
水电气  432.73   470.00  43.19% -7.93% 

其他零星单位 水电气  193.82   220.00  19.34% -11.90% 

小计   1,001.98   1,200.00  100.00% -16.50% 

支付租

赁费用 

宗申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房屋 637.96 

1,100.00 76.81% -3.09% 

2018 年

8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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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忽米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房屋 428.03 

重庆市总商会投资担保有

限公司 
房屋  240.91   310.00  17.36% -22.29% 

其他零星单位 房屋  80.93   90.00  5.83% -10.08% 

小计   1,387.83   1,500.00  100.00% -7.48% 

收取租

赁费用 

重庆宗申创新技术研究院

有限公司 
房屋  298.96   330.00  56.39% -9.41% 

2018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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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cn 

其他零星单位 房屋、设备  231.19   210.00  43.61% 10.09% 

小计   530.14   540.00  100.00% -1.83% 

资产转

让 ( 设

备 交

易) 

小计 固定资产等 161.76 350.00 100.00% -53.78% 

合  计 113,475.52 161,050.00 - -29.54%  

公司董事会认为：  

1、公司与关联方的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市场需求和业务开发进度

的判断，较难实现准确预计，因此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差异说明如

下： 

（1）2018 年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产品或商品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124,500.00 万元，主要受整车市场总体销量减少的影响，公司向江苏宗申车业

有限公司、重庆宗申机车工业制造有限公司、宗申·比亚乔佛山摩托车企业有限

公司、重庆宗申车辆有限公司、河南力之星三轮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重庆美心

翼申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和重庆宗申塞尔瓦水上动力有限责任公司等关联方销售

的发动机和配件产品数量相应减少，导致实际发生金额比预计减少 41,008.55

万元，实际与预计差额比例为-32.94%。 



（2）2018 年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30,000.00 万元，主要受整车市场总体销量减少的影响，公司向关联方重庆美心

翼申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和重庆宗申吕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等关联方采购产品和

配件数量减少，导致向关联方采购的实际发生额为 24,278.27 万元，减少

5,721.73万元，实际与预计差额比例为-19.07%。 

（3）2018年公司预计向关联方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150.00

万元，实际发生额为 1,376.16 万元。主要根据公司 2018 年 8 月 1 日召开 2018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与关联方签署网络交易服务框架协议的议

案》，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汽摩交易所有限公司向关联方提供互联网交易结算

服务收取的手续费增长所致。 

（4）2018年公司预计将接受关联方提供劳务合计 2,810 万元，其中包括预

计将委托关联方开发软件技术服务事项。2018 年度，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减少了

上述交易，导致实际发生额为 1,247.93 万元，实际与预计差额比例为-55.59%。 

（5）2018年公司预计与关联方发生资产转让（设备交易）交易额为350万元，

实际为161.76万元，主要为公司向关联方采购空压机等设备较预计减少，导致实

际与预计差额比例为-53.78%。 

2、公司2018年度发生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交

易根据市场原则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后续

的关联交易预计应谨慎预测，尽量缩小预计和实际发生的差异。 

 

 

 

董事：左宗申、胡显源、李耀、黄培国、秦忠荣、 

王大英、王进、王仁平、马东立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3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