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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53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编号：临 2020—03 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追加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及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考虑到华晨集团将于今年推出新车型，以及华晨宝马对公司

汽车经销业务的支持，公司根据实际经营需求制定了本年度日常关联购销计划。下述日常关联

交易有利于协议双方有计划地安排年度生产，集中各自的市场和资源优势，获取规模效益，从

而间接提高本公司的经济效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0年4月10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公司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审议时关联董事池冶、张巍、

叶正华、钱祖明先生对日常关联交易予以回避，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全部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追加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并发表独立意见：追加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因正常的

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交易是根据市场化原则进行，未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程序合理合

法，因此同意将追加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

司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告中涉及公司的简称释义如下： 

公司、本公司、申华控股 指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含下属企业) 

华晨汽车集团 指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含下属企业) 

华晨雷诺 指 华晨雷诺金杯汽车有限公司(含下属企业) 

华晨宝马 指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含下属企业) 

华晨大连 指 华晨汽车投资（大连）有限公司（含下属企业）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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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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晨租赁 指 上海华晨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含下属企业) 

苏州华禧 指 苏州华禧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二）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1、申华晨宝及其子公司追加 2019 年度向华晨宝马销售不超过 1 亿元的整车及配件额度。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19 年预计

金额 

（亿元） 

2019 年实际发

生金额 

（亿元）（审前） 

追加 2019

年度金额

（亿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

方采购 

华晨集团 ≤25 4.01 - 

预计时未考虑对华

晨宝马的索赔。 

华晨雷诺 ≤5 1.20 - 

华晨宝马 ≤40 32.02 - 

华晨大连 ≤0.8 0.76 - 

小计 ≤70.8 37.96 - 

向关联

方销售 

华晨大连 ≤11 3.67 - 

苏州华禧 ≤0.3 0.0023 - 

华晨租赁 ≤0.3 0.12 - 

华晨宝马 0 0.67 1 

小计 ≤11.6 4.4623 1 

 

（三）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

金额 

（亿元） 

 

占 同 类

业 务 比

例（%） 

本年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亿

元） 

上 年 实

际 发 生

金额 

（亿元）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

方采购 

华晨集团 ≤20 11.76 0.03 4.01 5.91 

预计汽车购销

金额总体增长 

华晨雷诺 ≤1 1.47 0.03 1.20 1.77 

华晨宝马 ≤50 61.76 2.80 32.02 47.17 

小计 ≤71 75.00 2.86 36.23 53.37 

向关联

方销售 

华晨大连 ≤4 5.41 - 3.75 5.08 

华晨宝马 ≤1.5 2.03 0.05 0.67 0.91 

小计 ≤5.5 7.44 0.05 4.42 5.99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企业名称：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企业住所：沈阳市大东区东望街 39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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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阎秉哲 

主要经营：国有资产经营、受托资产经营管理，开发、设计各类汽车、发动机及零部件并

提供技术咨询、制造、改装、销售各种轿车（以国务院授权的相关部门公告为准）、发动

机及零部件（含进口件），并提供技术咨询、售后服务，自营和代理设备、货物及技术进

出口、与汽车、发动机及零部件制造设备、房地产开发、新能源开发相关的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资本运作、内控管理咨询服务，代理加工服务业务，租赁服务，开发与上述经营

有关的其他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 80%股权，辽宁省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持有 20%股权。 

关联关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该关联人符合《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款规定的

关联关系的情形。 

 

（2）企业名称：华晨雷诺金杯汽车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企业住所：沈阳市大东区东望街 39 号 

注册资本：170412.576 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吴小安 

经营范围：开发、制造以及组装轻型商务用车和多用途乘用车；提供如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信息服务、物流服务、采购与物流的相关服务；制造和组装发动机和发动机零部件；

开发和销售新能源汽车和自主品牌轻型商务用车；在本地和海外市场提供相关售后服务及

配件开发和零部件供应服务；独立及通过经销商销售和出口汽车并提供该汽车的售后服务；

以及提供汽车售后服务。 

股权结构：沈阳金杯汽车工业控股有限公司拥有其 51%股权，雷诺简化股份有限公司拥有

其 49%股权。沈阳金杯汽车工业控股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沈阳金杯汽车工业控股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华晨汽车集团，与公司同属同

一实际控制人。该关联人符合《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企业名称：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企业住所：沈阳市大东区山嘴子路 14 号 

注册资本：15000 万欧元 

法定代表人：吴小安 

经营范围：生产宝马及之诺乘用车（包括轿车、旅行车、越野乘用车/多功能运动车、多用

途乘用车/运动旅行车和新能源汽车）及其发动机、动力电池、零部件和配件及其生产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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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及租赁自己生产的产品；就其产品提供售后服务（包括提供备件和维修保养）；汽车

技术、动力电池有关的研发和技术转让；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批发和零售二手车、汽车和摩托车零部

件（包括备件）、配件、车上用品及宝马生活方式用品；从事其自有不动产的租赁；从事

乘用车及零部件和配件回收业务；从事汽车生产、销售所必需的或相关或配套的全部业务，

包括：技术咨询、商务咨询、信息技术开发及服务、技术服务、测试服务、加工服务、存

货管理、发送服务、存储仓储服务、产品促销、营销、售后服务、培训服务、设备租赁和

经销商网络管理。 

股权结构：沈阳金杯汽车工业控股有限公司拥有其 50%股权，宝马（荷兰）控股公司拥有

其 50%股权。沈阳金杯汽车工业控股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沈阳金杯汽车工业控股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华晨汽车集团，与公司同属同

一实际控制人。该关联人符合《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4）企业名称：华晨汽车投资（大连）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得胜街道（大连先进装备制造业园区）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 亿元 

法定代表人：刘鹏程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房屋出租；包装材料、橡塑制品、化工原料及产品、汽

车零配件销售，国内一般贸易；普通货物仓储；展览展示服务；汽车技术研发及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教育信息咨询；机械设备客户现场维修；物业管理。 

股权结构：华晨汽车集团拥有其 93.33%股权，申华控股拥有其 3.33%股权，金杯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拥有其 3.33%股权。 

关联关系：华晨大连的实际控制人为华晨汽车集团，与公司同属同一实际控制人。该关联

人符合《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将与华晨集团、华晨大连签订关联交易《协议书》，与其他关联方根据实时订单

要求开展交易。 

1、 关联交易内容：包括金杯、中华、华颂等品牌在内的整车及配件。 

2、 定价依据：对于向关联方采购及销售的汽车整车及配件，原则上参照市场价格定价，

但不应高于任何该品牌整车及配件销售商的价格水平。 

3、 供货方式：供货方根据采购方的实时订单发货。 

4、 合同效力：协议书有效期为合同生效后一年。协议书对在 2020 年度内发生的相关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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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效。各方同意，如果在协议书约定的有效期间届满前三个月，任何一方不向对方发出

不再继续合作的书面通知，则任何一方即以此默示行为表达了继续与对方合作的意向，协

议书的有效期间将自动延续至申华控股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考虑到华晨集团将于今年推出新车型，以及华晨宝马对公司汽车经销业务的支持，公

司根据实际经营需求制定了本年度日常关联购销计划。关于车辆购销的关联交易有利于协

议双方有计划地安排年度生产，集中各自的市场和资源优势，获取规模效益，从而间接提

高本公司的经济效益。 

 

备查文件 

（1）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3）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