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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1、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3、 投票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日期和时间：2019 年 11 月 15日 13:30 

地点：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环中路 5 号 12 幢一层蓝鲸

会议室 

5、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日期：自 2019 年 11 月 15 日 

                  至 2019年 11月 15 日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

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

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6、 参会人员：2019年 11 月 7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股东代表）、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 

7、 会议安排 

序号 内容 

一 签到 

二 宣布会议开始，通报现场到会人员情况 

三 推选计票人和监票人 

四 审议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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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股东发言提问 

六 现场投票表决 

七 统计表决结果  

八 宣布表决结果和法律意见书 

九 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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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1：  

关于增加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现将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汽蓝谷”

或“公司”）增加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报告如下： 

一、 前次交易相关情况 

公司九届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 2019年与关联方发生交易金额预

计不超过 5,059,795.00 万元（人民币，下同）的日常关联交易。该

议案已经于 2019年 5 月 15日召开的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二、 本次增加关联交易额度及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公司根据前三季度业务实际经营情况以及后续经营计划拟增加

2019年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459,910.00 万元。 

本次增加及 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具体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原预计 

金额 

本次增加

金额 

调整后预计

金额 

2019年 1-9

月已发生

金额 

增加

的原

因 

购买原材

料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 
1,381,272.00 50,000.00 1,431,272.00 835,386.88 

业务

发展

需要 

销售产品

商品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 
1,200,000.00 100,000.00 1,300,000.00 858,659.47 

京桔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 75,000.00 75,000.00 52,273.22 

华夏出行有限公司 12,600.00 27,000.00 39,600.00 9,791.15 

接受劳务 

北京汽车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 600.00 600.00 476.98 

青岛石大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 270.00 270.00 263.29 

北京汽车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3,665.00 4,800.00 8,465.00 6,784.56 

北京出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24.00 600.00 624.00 618.72 

北京北汽鹏龙汽车服务贸易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61,323.00 700.00 62,023.00 40,3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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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劳务 

北汽（镇江）汽车有限公司及其下

属子公司 
- 380.00 380.00 371.75 

北京汽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 200.00 200.00 - 

在关联人

财务公司

的存款 

北京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400,000.00 100,000.00 500,000.00 400,000.00 

在关联人

财务公司

的贷款 

北京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400,000.00 100,000.00 500,000.00 213,000.00 

其他 
北京汽车集团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459,910.00 360.00 -  353.52 

合计  - 459,910.00 - -  

三、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徐和谊 

注册资本：801533.8182 万人民币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双河大街 99号院 1幢五层 101 内 A5-061 

经营范围：制造汽车及零部件、配件（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销

售自产产品；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设备

安装；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主要股东：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国有资本经

营管理中心、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现代创新控股有限公司、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2、北京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张建勇 

注册资本：250000.00 万人民币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东路 6号院 4号楼 G 座 17-19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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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经营以下本外币业务：（一）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

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二）协助成员单位

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三）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四）对成员

单位提供担保；（五）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六）对成员

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七）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

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八）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九）

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十）从事同业拆借；（十一）承

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十二）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

贷及融资租赁；（十三）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 

主要股东：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汽车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3、京桔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月朋 

注册资本：40000.00 万人民币 

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中路 22号院 1 号楼 5层

502-1 

经营范围：新能源汽车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技术

服务；软件开发；汽车租赁；销售汽车、汽车零配件；计算机系统服

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企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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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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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东：北京小桔智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新能源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公司的联营企业 

4、华夏出行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陈江 

注册资本：150000.00 万人民币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向军北里 28号院 1号楼 5 层 502-5号 

经营范围：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的技术

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汽车、机械设备租赁；旅游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务；酒店管理；物业管

理；承办展览展示；信息技术咨询；经济贸易咨询；财务咨询（不得

开展审计、验资、查帐、评估、会计咨询、代理记账等需经专项审批

的业务，不得出具相应的审计报告、验资报告、查帐报告、评估报告

等文字材料。）；计算机技术培训；技术推广；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

动；代售机票、火车票；旅游资源开发；会议服务；机动车公共停车

场服务；销售汽车；保险代理业务；代理广告；普通货运。 

主要股东：北京市盈润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5、北京北汽鹏龙汽车服务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刘义 

注册资本：209793.5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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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华威里 10号楼 18 层 

经营范围：销售汽车（不含九座以下）、汽车零配件、金属材料、

润滑油、塑料制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

橡胶制品、五金交电（不从事实体店铺经营、不含电动自行车）、皮

革制品（不含野生动物皮张）、工艺品、针纺织品、日用品、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家用电器、仪器仪表、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汽车

租赁；投资及投资管理；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广告；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经济信息

咨询；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 

主要股东：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

限公司、北京鹏龙汽车服务贸易有限公司、绍兴平安创新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关联关系：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6、北京出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岳殿伟 

注册资本：4000.00 万人民币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创益中路 1号院 2号楼 2 层 101 号 A0205 

经营范围：汽车装饰：销售汽车、摩托车及配件、汽车配件、装

饰材料、仪器仪表、润滑油、钢材、建筑材料、化工产品、五金交电、

日用杂货、通讯设备及配件；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汽车租赁

（不含九座以上客车）；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装卸服务；道路货运

代理；承办展览展示；机动车公共停车场经营管理。 

主要股东：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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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北京汽车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魏刚 

注册资本：125244.2014 万人民币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华威里 10号楼 3 层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销售汽车、汽车零

部件、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金属材料、建筑建材、日用品、电器设备；

汽车装饰；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货运代理；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劳务派遣；承办展览展示；技术开发、技术

服务、技术咨询；机械设备租赁（不含汽车租赁）。 

主要股东：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8、北京汽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谢伟 

注册资本：14397.00 万人民币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仁和镇双河大街 99号院 1幢(D7-001) 

经营范围：汽车、能源、交通、环境、材料技术的研究、开发；

汽车、摩托车、零部件及机械加工设备的设计、试验、测试；技术开

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汽车、汽车零

部件、机械设备、玩具；机械设备租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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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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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东：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9、北京汽车集团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建勇 

注册资本：175911.625 万人民币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兆丰产业基地东盈路 19 号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

理。 

主要股东：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10、北汽（镇江）汽车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仿列 

注册资本：99700.00 万人民币 

住所：镇江市丹徒区上党镇北汽大道 1号 

经营范围：汽车、摩托车及其零部件的开发、制造、加工、销售、

售后服务；房屋、设备租赁；汽车租赁；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自营

本企业产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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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镇江市汽车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 

关联关系：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11、青岛石大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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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乃方 

注册资本：1000.00 万人民币 

住所：青岛市黄岛区铁橛山路西段南侧 

经营范围：汽车销售；汽车租赁；汽车配件销售；车辆事务代理

服务（不含保险）；汽车维修；会务服务；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未经

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

服务)；展览展示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经营其他无

需行政审批即可经营的一般经营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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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北京鹏龙行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山东石大恒业科贸有

限公司 

关联关系：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12、北京汽车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叶正茂 

注册资本：13000.00 万人民币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 31号 12 号楼 3 层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专业承包；项目投资与投资

管理；资产管理；销售汽车配件、内燃机配件；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信息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企业

管理；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用房。（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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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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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东：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四、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和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基于互惠互利、公平公允原则，

按照对共平台车型的边际贡献公平合理的分配商业利益。 

公司与其他关联方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均按照自愿平等、互惠

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参照公司与其他公

司发生同类交易的价格，最终确定交易价格。 

五、 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加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基于公司及子公司生产

经营需要确定的，有利于发挥相关方拥有的资源优势，实现优势互补

和资源合理配置，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

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商业惯例，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

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等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不会因该等交易而对关联

方产生严重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本议案已经公司九届十一次董事会和九届十次监事会审议通过。

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1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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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2： 

关于为董监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现将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汽蓝谷”

或“公司”）为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董监高”）

购买责任保险及相关具体方案报告如下： 

一、本次投保概述 

为完善公司风险控制体系，促进公司健康发展，根据《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拟为全体董监高购买责任保险。责任保

险具体方案如下： 

1、投保人：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被投保人：北汽蓝谷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责任限额：不低于 5,000万元人民币(具体以与保险公司协商

确定数额为准） 

4、保险费总额：每年不超过 50万元人民币(具体以与保险公司

协商确定数额为准） 

5、保险期限：3年 

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在以上方案权限内授权经营层办

理与责任保险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保险公司、保险金额、保

险费及其他保险条款；选择及聘任保险经纪公司或其他中介机构；签

署相关法律文件及处理与投保相关的其他事项等），以及在今后保险

合同期满时或之前办理续保或者重新投保等相关事宜。 

本议案已经公司九届十一次董事会和九届十次监事会审议通过。

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1 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