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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生

产经营需要所发生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平、公正，交易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中

小投资者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林风华、

季军、尚元贤、陈宝、陈更、闫小雷、高月华在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予以回避，

由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该事项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根据子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对 2019 年度新增日常性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

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

型 

关联交

易定价

方式 

关联交易定价内容 

2019年预

计新增交

易金额 

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

限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价 管理服务费 19.26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 销售汽车蓄电池 2,146.30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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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纳川”） 

1、基本情况介绍  

法定代表人：蔡速平  

注册资本：246808.5034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住所：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北京采育经济开发区育隆大街 6号  

经营范围：以下项目仅限分公司经营：制造及装配汽车零部件（不含表面处

北京汽车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 
销售活塞及发动机

部件 
1,375.16  

北汽新能源汽车常州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 AB柱 69.32  

北京福田康明斯发动机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 销售活塞 59.52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 销售汽车蓄电池 769.26  

北汽（广州）汽车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 销售汽车蓄电池 96.01  

翰昂汽车零部件（北京）有

限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价 管理服务费 120.99  

北京汽车集团越野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 销售汽车蓄电池 10.43  

北京新能源汽车营销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 销售汽车蓄电池 72.33  

柯锐世（长兴）电气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 机床、模具 1.11  

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

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 机床、模具 1.41  

北京北汽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 机床、模具 134.34  

北京北汽延锋汽车部件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 空调箱总成 88.66  

北京海纳川李尔汽车系统有

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 线束 137.92  

北京北齿（黄骅）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 模具开发及产品等 1,515.80  

合计    6,61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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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作业）；普通货运；销售汽车配件；投资及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培训；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

出口；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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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海纳川为公司控股股东。 

（二）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汽集团”） 

1、基本情况介绍  

法定代表人：徐和谊  

注册资本：1713200.8335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双河大街 99 号 

经营范围：制造汽车（含轻型越野汽车、轻、微型客货汽车、多功能车、专 

用车、轿车）、农用机械、农用运输车、摩托车、内燃机及汽车配件；授权内的 国

有资产经营管理；投资及投资管理；设计、研发、销售汽车（含重型货车、大 中

型客车、轻型越野汽车、轻、微型客货汽车、多功能车、专用车、轿车、电动 汽

车、混合动力汽车）、农用机械、农用运输车、非道路车辆、摩托车、内燃机、 汽

车配件、机械设备、电器设备、零部件加工设备；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技

术进出口；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设计、制作、代理、 发

布国内外广告；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房地产 开

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用房；物业管理；劳务 派

遣；汽车企业管理技术培训；计算机技术培训；工程勘察设计；工程监理；道 路

货物运输；仓储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公园管理。（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道路货物运输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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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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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北汽集团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且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三）北京汽车动力总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动力总成”） 

1、基本情况介绍  

法定代表人：黄文炳  

注册资本：147619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经济开发区东区靓丽三街 1 号  

经营范围：生产汽车发动机、变速箱及零部件；普通货运（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有效期至 2018 年 12 月 18 日）；饮用水供水服务；销售汽车发动机、变

速箱及零部件；技术推广；经济贸易咨询；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

口；汽车、摩托车、零部件及机械加工设备的设计、试验；出租商业用房、出租

办公用房（不得作为有形市场经营用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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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从事本区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动力总成为公司关联企业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汽车”）

控股子公司。 

（四）北汽新能源汽车常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常州”） 

1、基本情况介绍  

法定代表人：何章翔  

注册资本：14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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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武进大道西路 98号  

经营范围：汽车整车、底盘、发动机、前后桥及其零配件的开发、设计、生

产、销售、售后服务（依国家工信部批准的产品公告为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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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新能源常州为北汽集团间接控股子公司。 

（五）北京福田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田康明斯”） 

1、基本情况介绍  

法定代表人：常瑞  

注册资本：2288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沙阳路 15-1 号 

经营范围：生产及销售柴油发动机及其零部件、天然气发动机及其零部件； 

技术检测；仓储服务；商务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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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关联企业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福田康明斯 50%股权。 

（六）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奔驰”） 

1、基本情况介绍  

法定代表人：徐和谊  

注册资本：231977.63984 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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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博兴路 8号  

经营范围：制造乘用车（包括轿车）及其零部件；设计、研制和销售乘用车

（包括轿车）及其零部件，并提供相应的售后服务；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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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北京奔驰为北京汽车控股子公司。 

（七）北汽（广州）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汽广州”） 

1、基本情况介绍  

法定代表人：黄文炳  

注册资本：136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广州市增城增江街塔山大道 168号  

经营范围：汽车整车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含汽车发动机制造）；

摩托车整车制造；汽车零配件批发；摩托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摩托车批发；摩 

托车零配件批发；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货物进出口（专营专

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设计服务；汽车维修工具设

计服务；代办机动车车管业务；房屋租赁；场地租赁（不含仓储）。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北汽广州为北京汽车控股子公司。 

（八）翰昂汽车零部件（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翰昂零部件”） 

1、基本情况介绍  

法定代表人：孙廷元 

注册资本：135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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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南彩镇彩园工业区彩祥西路 6号  

经营范围：生产、组装、加工汽车部件、空调系统及零部件；研究、开发汽

车部件、空调系统及零部件；提供与汽车部件有关的技术支持；自产产品的安装、 

调试、维修、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支持；销售自产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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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陈更在翰昂零部件担任董事。 

（九）北京汽车集团越野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野车销售”） 

1、基本情况介绍  

法定代表人：王璋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兆丰产业基地同心路 1号 

经营范围：销售汽车、汽车零配件；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经济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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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越野车销售为北汽集团间接控股子公司。 

（十）北京新能源汽车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营销”） 

1、基本情况介绍  

法定代表人：李一秀  

注册资本：2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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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北京采育经济开发区采和路 1号  

经营范围：销售汽车；销售汽车充电桩；机动车充电桩充电零售；汽车充电、

换电设备租赁；电池租赁；会务服务（不含食宿）；电脑动画设计；软件开发；

计算机系统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新能源动力模块系统零部件及

汽车零部件的批发；汽车租赁（不含九座以上客车）；技术开发、服务、咨询；

经济贸易咨询；市场营销；市场调研；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销售汽车装饰用品、工艺品、文化用品、体育用品、日用品、电子产品、钟表、

鞋帽、箱包；经营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广播电视

节目制作。（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

经营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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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新能源营销为北汽集团间接控股子公司。 

（十一）柯锐世（长兴）电气有限公司（原名“浙江江森自控电池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柯锐世长兴”） 

1、基本情况介绍  

法定代表人：杨时丰  

注册资本：168711.346034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长兴经济开发区城南工业区一号  

经营范围：高容量全密封免维护铅酸蓄电池、其他动力蓄电池及其零部件的

制造、销售、研发；上述产品同类商品以及蓄电池生产原材料和模具的批发、佣

金代理（拍卖除外）及其进出口业务；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和服务。上述商品进

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进出口配额许可证、出口配额招标、出口许可证等专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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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商品。（不涉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限制类、禁止类项目，涉及专

项审批或许可证经营的待审批后或凭证经营）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柯锐世长兴与公司控股子公司渤海柯锐世电气有限公司少数股东柯锐世欧

洲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49%）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十二）北京北汽模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汽模塑”） 

1、基本情况介绍  

法定代表人：陈宝 

 注册资本：16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北京采育经济开发区育政街 1号  

经营范围：生产汽车保险杠、模具、塑料制品；研发、销售汽车保险杠、模

具、塑料制品；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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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北汽模塑为海纳川控股子公司。 

（十三）北京北汽延锋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汽延锋”） 

1、基本情况介绍  

法定代表人：贺明康  

注册资本：1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瀛顺路 55号院 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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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生产奔驰汽车门板、顶衬、座舱；汽车内饰产品、汽车仪表板和

汽车零部件产品的设计、研发；以上产品的佣金代理（拍卖除外）；货物进出口

（以上商品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

定办理申请手续）；批发汽车内饰产品、汽车仪表板和汽车零部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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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北汽延锋为海纳川参股企业且公司董事长陈宝担任其副董事长。 

（十四）北京海纳川李尔汽车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纳川李尔”） 

1、基本情况介绍  

法定代表人：许小江 

 注册资本：1205 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北京采育经济开发区育政街 3号  

经营范围：生产汽车线束、智能保险丝盒、胎压监控系统（传感器除外）、

遥控钥匙、整车娱乐系统、导航系统及相关材料；设计、开发汽车线束、智能保

险丝盒、胎压监控系统（传感器除外）、遥控钥匙、整车娱乐系统、导航系统及

相关材料；销售自产产品及批发其他汽车零部件；提供产品的技术服务和售后服

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以上商品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

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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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海纳川持有海纳川李尔 50%股权。 

（十五）北京北齿（黄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齿黄骅”） 

1、基本情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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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谢华  

注册资本：33367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河北省沧州市黄骅市经济开发区 

经营范围：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普通货运；销售汽车、汽车配件、机械

设备及配件、机电产品、电子产品、仪器仪表；技术服务；进出口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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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北齿黄骅为海纳川全资子公司。 

三、定价原则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按照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进行业务及资金往来，以市场价

格作为定价依据，交易价格公允。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企业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是本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有序开展具有积极的影响和重要的意义。以上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将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定价原则均是依据市场价进行

定价，对本公司生产经营未构成不利影响，未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和影响公司的

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事前就上述涉及的关联交易通知了独立董事，提供了相关资料并进行了

必要的沟通，获得了独立董事的认可。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追加

2019 年度与前述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审议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董事会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上述追加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不会对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造成不利影响和损

失。同意上述新增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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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