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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66       证券简称：福田汽车     编号：临 2020—133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尚需提交福田汽车2020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与关联人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各公司生产

经营需要确定的，关联交易自愿平等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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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0年 12月 4日，公司以电子邮件、传真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

于 2021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公司

共有董事 11名，截至 2020 年 12月 15日，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度关联交易的议

案》。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关联交易事项 与福田汽车的关系 表决情况 回避表决关联董事 

1 

关于与诸城市义和车桥有限公

司（含全资子公司）的关联交

易 

本公司监事陈忠义担任该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 

11 票同意、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2 
关于与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含全资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董事张泉担任该公司董事 

10 票同意、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张泉 

3 

关于与陕西法士特齿轮有限责

任公司（含全资子公司）的关

联交易 

本公司董事张泉担任该公司董事 
10 票同意、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张泉 

4 
关于与陕西汉德车桥有限公司

（含全资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董事张泉担任该公司董事 

10 票同意、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张泉 

5 

关于与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的

关联交易 

本公司董事张泉担任该公司董事 
10 票同意、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张泉 

6 
关于与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含全资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董事张泉担任该公司董事 

10 票同意、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张泉 

7 
关于与青特集团有限公司（含

全资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监事纪建奕担任该公司董事 

11 票同意、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8 
关于与青岛青特众力车桥有限

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监事纪建奕担任该公司董事长 

11 票同意、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9 
关于与北京福田康明斯发动机

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巩月琼担任该公

司董事，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常瑞担

任该公司董事长，本公司监事吴海山

10 票同意、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巩月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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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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该公司董事 

10 
关于与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

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巩月琼担任该公

司董事长，本公司高管常瑞、宋术山、

武锡斌分别担任该公司董事 

10 票同意、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巩月琼 

11 
关于与采埃孚福田自动变速箱

（嘉兴）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副总经理吴越俊担任该公司董

事长 

11 票同意、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12 
关于与河北雷萨重型工程机械

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副总经理杨国涛担任该公司董

事长、经理 

11 票同意、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13 
关于与北京智程运力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常瑞担任该公司

董事长 

11 票同意、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14 

关于与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含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的关联交易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

股东 

7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张夕勇、张建勇、

孙彦臣、王文健 

注：若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派出董事不回避表决情况，详见同时披露的《董事会

决议公告》。 

2、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关于 2021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董事会、

股东大会讨论，并且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应该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2020 年度，与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

诸城市义和车桥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等公司的关联交易按照批准的计划执行，符合公

正、公允、公平原则，交易价格公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2021年度，与潍柴动力

股份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诸城市义和车桥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等公司的关联

交易计划，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该年度关联交易计划符合公正、

公允、公平原则，定价政策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关于 2021年度关

联交易的议案》。 

3、审计/内控委员会意见 

审计/内控委员会发表的意见：2020年度，与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

诸城市义和车桥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等公司的关联交易按照批准的计划执行，符合公

正、公允、公平原则，交易价格公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2021年度，与潍柴动力

股份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诸城市义和车桥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等公司的关联

交易计划，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该年度关联交易计划符合公正、

公允、公平原则，定价政策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关于 2021年度关

联交易的议案》。 

4、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届时，关联股东将对相

关议案回避表决。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3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20 年预计

金额 

2020年1-11月份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 关 联

人 购 买

商品、接

受服务 

诸城市义和车桥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 
150,194 116,848 

装配关联方产品的车型产量较计划减少；

第四季度业务尚未完全开展 

长沙义和车桥有限公司 

山东恒信基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2,581 258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 71,772 41,860 

陕西法士特齿轮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 44,314 25,304 

陕西汉德车桥有限公及其全资子公司 7,510 5,309 
基本一致 

青特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 1,330 1,243 

潍坊青特车桥有限公司 64,493 36,330 

装配关联方产品的车型产量较计划减少；

第四季度业务尚未完全开展 

青岛青特众力车桥有限公司 4,807 1,743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 27,390 11,712 

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 30,322 16,604 

北京安道拓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1,453 147 

延锋海纳川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 2,652 132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 
44,851 19,602 

北京福田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1,045,754 917,020 

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 377,433 131,605 

采埃孚福田自动变速箱（嘉兴）有限公司 163,392 129,224 基本一致 

河北北汽福田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8,450 2,813 
装配关联方产品的车型产量较计划减少；

第四季度业务尚未完全开展 

河北雷萨重型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 694 

该公司 2020 年 9 月 17 日进行工商变更

后，为公司新增关联方，统计实际发生额

为 2020年 9 月-11 月。 

小计 2,048,698 1,458,448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品、商

品 、提

供服务 

青岛青特众力车桥有限公司 10,725 - 
采购量较计划减少；第四季度业务尚未完

全开展 

青特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 345 348 基本一致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 
48,474 17,688 采购量较计划减少；第四季度业务尚未完

全开展 
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 917,197 838,137 

北京福田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89,173 25,685 该公司产品进行三包索赔的业务量减少 

北京智程运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6,000 4,414 采购量较计划减少；第四季度业务尚未完

全开展 河北北汽福田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1,082 85 

采埃孚福田自动变速箱（嘉兴）有限公司 307 560 基本一致 

河北雷萨重型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15,000 1,360 

该公司 2020 年 9 月 17 日进行工商变更

后，为公司新增关联方，统计实际发生额

为 2020年 9 月-11 月。 

小计 1,108,303 888,277 
 

租赁 

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 13,545 13,539 

基本一致 
采埃孚福田自动变速箱（嘉兴）有限公司 727 520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 
40 14 

小计 14,312 14,073 
 

其他 

北京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 
410,670 142,399 

第四季度业务尚未完全开展 
北京福田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北京中车信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919 - 

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 44,455 28,440 

河北北汽福田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514 578 基本一致 

小计 458,558 17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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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629,871 2,532,215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

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2020 年

1-11 月份

实际发生金

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次预计与上年实

际差异原因 

向关联

人购买

商品、

接受服

务 

诸城市义和车桥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 183,122 9.14% 116,848  8.39% 

2020 年实际发生额

统计至 11 月累计，

第四季度业务尚未

完 全 开 展 ； 预 计

2021 年向该公司购

买商品、接受服务的

业务量增加。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 272 0.01% 141  0.01% 

陕西法士特齿轮有限责任公司（含全资子公司） 39,816 1.99% 25,304  1.82% 

陕西汉德车桥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 8,400 0.42% 5,309  0.38%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 84,543 4.22% 41,860  3.00%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 2,099 0.10% 2,448  0.18% 

青岛青特众力车桥有限公司 2,365 0.12% 1,743  0.13% 

青特集团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 1,976 0.10% 1,243  0.09%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 
38,913 1.94% 19,602  1.40% 

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 204,240 10.19% 131,605  9.45% 

北京福田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1,201,338 59.93% 917,020  65.83% 

采埃孚福田自动变速箱（嘉兴）有限公司 207,981 10.37% 129,224  9.27% 

河北雷萨重型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29,554 1.47% 694 0.05% 

该公司 2020 年 9 月

17 日进行工商变更

后，为公司新增关联

方，统计实际发生额

为 2020 年 9 月-11

月。 

小计 2,004,619 100.00% 1,393,041 100.00%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商品 、

提供服

务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 836 0.07% 349  0.04% 

2020 年实际发生额

统计至 11 月累计，

第四季度业务尚未

完 全 开 展 ； 预 计

2021 年向该公司销

售产品、商品 、提

供服务的业务量增

加。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 3,173 0.26% 2,541  0.29% 

青岛青特众力车桥有限公司 143 0.01% -    0.00% 

青特集团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 603 0.05% 348  0.04%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 
77,454 6.23% 17,688  

1.99% 

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 1,087,960 87.45% 838,137  94.06% 

北京福田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36,718 2.95% 25,685  2.88% 

北京智程运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6,000 2.09% 4,414  0.49% 

采埃孚福田自动变速箱（嘉兴）有限公司 690 0.05% 560  0.06% 

河北雷萨重型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10,522 0.84% 1,360 0.15% 

该公司 2020 年 9 月

17 日进行工商变更

后，为公司新增关联

方，统计实际发生额

为 2020 年 9 月-11

月。 

小计 1,244,099 100.00% 891,082 100.00%  

租赁 

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 19,310 94.71% 13,539  96.20% 2020 年实际发生额

统计至 11 月累计，

第四季度业务尚未

完 全 开 展 ； 预 计

2021 年租赁业务量

增加。 

采埃孚福田自动变速箱（嘉兴）有限公司 1,034 5.07% 520  3.70% 

诸城市义和车桥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 20 0.10% -    0.00%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 
24 0.12% 14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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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20,388 100.00% 14,073  100.00%  

其他 

北京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06,283 31.16% 26,288  15.48% 2020 年实际发生额

统计至 11 月累计，

第四季度业务尚未

完全开展；2021 年

预计金融等其他业

务量增加。 

北京福田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249,600 37.70% 72,427  42.65% 

北京中车信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62,500 24.54% 42,659  25.12% 

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 43,730 6.60% 28,440  16.75% 

小计 662,113 100.00% 169,814  100.00%  

总计 3,931,219  2,468,010   

 注： 

1、对于上述预计交易，允许公司与同一交易对象的交易预计总额范围内与关联单位开展业务； 

2、上述预计额度允许在受同一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或相互存在股权控制关系

的不同关联主体之间进行调剂；允许在由同一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

进行调剂。 

3、上述预计额度允许在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标的类别相关的交易之间进行调剂。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于与诸城市义和车桥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诸城市义和车桥有限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

代表人：陈忠义。注册资本：6,000 万元。主要股东：陈宫博、陈忠义等。历史沿革：1994

年成立，1998年兼并诸城市建材厂，2002年改名诸城市义和车桥有限公司。主营业务：生产、

销售汽车车桥，联合收割机底盘总成，农业机械、渔业机械、饲料机械、汽车配件、石油机

械；汽车零部件销售；货物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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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泰薛路王家铁沟村段南侧。2019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总资产 190,683万元、净资产 107,351万元、营业收入 230,124万元、净利润 7,642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监事陈忠义担任该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依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以下简称《规则》）第 10.1.3（三）的规定，本公司与诸城市义和车桥有限公司（含全资

子公司）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二）关于与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性质：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谭旭光。注册资本：793,387.3895 万元。主要股东：控股股东为潍柴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历史沿革：2002年成立。主营业务：内燃

机、液压产品、新能源动力总成系统及配套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销售、维修、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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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房屋租赁；钢材销售；企业管理服务（以上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

证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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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福寿东街 197 号甲。2019 年的主要财务

数据：总资产 23,683,167 万元、净资产 4,522,394 万元、营业收入 17,436,089 万元、净

利润 910,496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董事张泉任该公司董事，依照《规则》第 10.1.3（三）的规定，本公司与潍柴动

力股份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三）关于与陕西法士特齿轮有限责任公司（含全资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陕西法士特齿轮有限责任公司。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谭

旭光。注册资本：25,679万元。主要股东：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历史沿革：2001年成立。主营业务：汽车变速器、齿轮、锻件等汽车零部

件的设计、开发、制造、销售服务（汽车的整车生产及改装除外）；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公司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进料加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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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陕西西安市莲湖区大庆路西段与枣

园南路交汇处西北角。2019 年的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1,624,098万元、净资产 988,494万

元、营业收入 1,510,800万元、净利润 132,748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董事张泉任该公司董事，依照《规则》第 10.1.3（三）的规定，本公司与陕西法

士特齿轮有限责任公司（含全资子公司）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四）关于与陕西汉德车桥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陕西汉德车桥有限公司。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袁宏明。

注册资本：32,000万元。主要股东：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陕西

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历史沿革：2003年 3 月 18日由潍柴动力与陕汽集团共同投资组建，

其前身为陕西汽车制造总厂车桥分厂。主营业务：车桥（轴）及底盘零部件、新能源车桥及

其零部件的科研、生产、制造、销售、服务业务；生产科研所需原材料、机械设备、机械仪

表、备品备件、零配件的销售；润滑油、润滑脂的销售；汽车零部件试验业务；仓储物流服

务；车桥（轴）及底盘零部件、新能源车桥生产技术咨询；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限定或

禁止公司经营的商品或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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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住所：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开发区陕汽大道北侧。2019年的主要财务数据：该公司未提

供相关财务数据。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董事张泉任该公司董事，依照《规则》第 10.1.3（三）的规定，本公司与陕西汉

德车桥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五）关于与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性质：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民。

注册资本：783,366.843 万元。控股股东为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徐州

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徐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持股）。历史沿革：

1993 年 12月 15日成立，原名徐州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 9月 4日变更为徐工集团

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从事工程起重机械、铲运机械、压实机械、混凝土

机械、路面机械、消防机械、其他工程机械及工程机械备件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住所：江

苏省徐州市鼓楼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驮蓝山路 26号。2019年的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7,729,166

万元、净资产 3,318,841万元、营业收入 5,917,600 万元、净利润 362,057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董事张泉任该公司董事，依照《规则》第 10.1.3（三）的规定，本公司与徐工集

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六）关于与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法定代表人：王桂

民。注册资本：120,909.6 万元。主要股东：天津雷沃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潍柴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中信机电车桥有限责任公司、青特集团有限公司。历史沿革：2004 年 9 月 17

日成立。主营业务：摩托车，三轮汽车生产 (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汽车、摩托车零配件

及工程机械、农用机械、农用车、助力车、电动车、摩托车、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搬

运车、高尔夫球车、巡逻车、环卫设备、无人机的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及生产、销售

自产产品（国家有规定的，须凭许可证经营）；进出口业务；自有工程机械维修及租赁；旧货、

二手车销售；农业机械导航及自动化作业系统生产、销售；普通货运；提供施工设备服务；

农机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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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山东省潍

坊市坊子区北海南路 192号。2019年的主要财务数据：该公司未提供相关财务数据。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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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张泉任该公司董事，依照《规则》第 10.1.3（三）的规定，本公司与雷沃重

工股份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七）关于与青特集团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青特集团有限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

纪爱师。注册资本：15,518 万元。主要股东：纪爱师、曹秀英、胡君基等。历史沿革：1998

年成立。主营业务：自有资本运用与管理；汽车、专用车制造；车桥、汽车零部件、农机产

品、聚氨脂制品、五金工具制造加工；特种汽车信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室内装饰

装潢；批发零售：汽车（不含小轿车）、钢材、木材、建筑材料；自营进出口业务；房地产开

发（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住所：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不其路 25

号。2019 年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777,219.61 万元、净资产 282,597.69 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 634,163.92 万元、净利润 6,726.15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监事纪建奕担任该公司董事，依照《规则》第 10.1.3（三）的规定，本公司与青

特集团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八）关于与青岛青特众力车桥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青岛青特众力车桥有限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纪建奕。

注册资本：1,800 万元。主要股东：青特集团有限公司等。历史沿革：2003 年成立。主营业

务：一般经营项目:生产、加工、售后服务：车桥、汽车零部件（不含发动机）、农机产品、

聚氨脂制品、五金工具；批发、零售：日用百货、五金交电、钢材、汽车（不含小轿车）；土

地、房屋租赁。（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住所：青岛市城阳区正阳东

路 777号。2019年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312,318.2 万元，净资产 57,907.15

万元，营业收入 326,821.81 万元，净利润 1,800.55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监事纪建奕担任该公司董事长，依照《规则》第 10.1.3（三）的规定，本公司与

青岛青特众力车桥有限公司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九）关于与北京福田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北京福田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法定代

表人：常瑞。注册资本：228,800 万元。主要股东：康明斯有限公司、康明斯（中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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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沿革：2007 年 10 月成立。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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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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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住所：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沙阳路 15-1 号。2019 年的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693,119

万元、净资产 319,628万元、营业收入 895,920万元、净利润 90,828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巩月琼担任该公司董事，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常瑞担任该公司董事

长，本公司监事吴海山担任该公司董事，依照《规则》第 10.1.3（三）的规定，本公司与北

京福田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十）关于与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法定代表

人：巩月琼。注册资本：560,000 万元。主要股东：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戴姆勒（中

国）商用车投资有限公司。历史沿革：2011 年 12 月成立。主营业务：研究开发、设计、装

配、制造中型卡车和重型卡车及发动机；批发、零售中型卡车和重型卡车、机械设备、发动

机与该等产品相关零部件；提供与公司产品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检测（国家限

制的项目除外）、信息服务、物流服务和售后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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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北京市怀柔区红螺东路 21号。2019 年的主要财务数

据：总资产 1,712,771万元、净资产 551,936万元、营业收入 2,533,203万元、净利润-2,166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巩月琼担任该公司董事长，本公司高管常瑞、宋术山、武锡斌分别

担任该公司董事，依照《规则》第 10.1.3（三）的规定，本公司与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

公司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十一）关于与采埃孚福田自动变速箱（嘉兴）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采埃孚福田自动变速箱（嘉兴）有限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吴越俊。注册资本：26,700 万元。主要股东：采埃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沿革：2017 年 4 月 18 日成立。主营业务：重型商用车变

速箱、缓速器及其零部件的制造组装、功能性测试、应用开发、采购、销售以及售后；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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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车变速箱、缓速器及其零部件、汽车零部件、机械设备的批发、佣金代理；以服务外包

方式从事企业生产线管理；变速箱、缓速器及其零部件的制造组装、测试、应用开发领域的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非证书的职业技能培训；货物及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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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浙江省嘉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桐乡大道 2929号

-2。2019年的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77,120万元、净资产 3,278万元、营业收入 47,951万

元、净利润-13,004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副总经理吴越俊担任该公司董事长，依照《规则》第 10.1.3（三）的规定，本公

司与采埃孚福田自动变速箱（嘉兴）有限公司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十二）关于与河北雷萨重型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交易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河北雷萨重型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

人：杨国涛。注册资本：120,000 万人民币。主要股东：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雷萨

股份有限公司（原泰达信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 9 月 22 日更名），历史沿革：2018 年 8 月

30 日成立。经营范围：专用车辆、汽车配件、工程机械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及制造、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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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所：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宣府大街 202 号。2019 年的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244,028.96

万元、净资产 67,154.8万元、营业收入 239,076.62 万元、净利润-52,845.2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副总经理杨国涛担任该公司董事长、经理，依照《规则》第 10.1.3（三）的规定，

本公司与河北雷萨重型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十三）关于与北京智程运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北京智程运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常瑞。注册资本：12,500 万人民币。主要股东：深圳安鹏创投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北汽

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普田物流有限公司。历史沿革：2019 年 2 月 15 日成立。经营

范围：新能源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汽车租赁；建筑工程机械设备租

赁；销售汽车、汽车零部件、机械设备；小客车代驾服务；普通货运。（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普通货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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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住所：

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沙阳路老牛湾村北 1 幢等 3 幢 1 号楼 105 室。2019 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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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未提供相关财务数据。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常瑞担任该公司董事长，依照《规则》第 10.1.3（三）的规定，本

公司与北京智程运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十四）关于与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法定代表人：姜德义。注册资本：1,713,200.8335万

元。主要股东：控股股东为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历史沿革：1994年成立。经营范围

为制造汽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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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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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住所：北京市顺义区双河大街 99号。2019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总资产 41,522,369.89 万元、净资产 11,641,779.64 万元、营业收入 27,524,961.02 万元、

净利润 1,426,203.05万元。 

（2）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 

北京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法定代表人：张建勇。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主

要股东：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汽车投资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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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2011年成立。主营业务：经营以下本外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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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

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

款，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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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承销

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固定收益类有价证

券投资（市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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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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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主要

财务数据（经审计）：总资产3,947,150.86万元、净资产322,009.43万元、营业收入115,438.26

万元、利润 7,718.71万元。 

滨州渤海活塞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林风华。注册资

本：90,000万元。主要股东：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沿革：2017年 6月 8日成立。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

设备制造）；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摩托车零部件研发；摩托车零配件制

造；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数控机床制造；机床功能部件及附件制造；工业机器人制造；

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铸造机械制造；金属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新材料技

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模具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企业管理咨询；润滑油销售；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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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住所：山

东省滨州市渤海二十一路 569 号。2019年的主要财务数据：该公司未提供相关财务数据。 

  北京亚太汽车底盘系统有限公司 

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凯。注册资本：8,000 万元。主要股东：北

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沿革：2007 年成立。主

营业务：普通货运（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1 年 06 月 11 日）；生产、制造各类汽

车制动系统产品、汽车车桥、变速齿轮等各类汽车底盘系统零部件及模块；研发各类汽车制

动系统产品、汽车车桥、变速齿轮等各类汽车底盘系统零部件及模块；销售汽车零部件、机

电设备及配件、电子电器产品、金属材料、化工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

建筑材料；技术开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市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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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

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住所：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北京采育经济

开发区育隆大街 2号。2019年的主要财务数据：该公司未提供相关财务数据。 

江西昌河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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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旷光华 。注册资本：418,865.566848 万元。

主要股东：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

（控股）有限公司。历史沿革：2008年成立。主营业务：轿车、微型汽车系列产品和汽车零

部件的设计、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与汽车相关项目的开发、咨询、服务；仓储服务（不

含化学危险品）、装卸搬运服务及相关信息咨询；房屋租赁、汽车租赁；物流信息咨询；商务

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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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新厂东路 208 号。2019 年的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1,026,215.43 万

元、净资产-127,711.63万元、营业收入 119,263.03 万元、利润-155,108.89 万元。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法定代表人：姜德义。注册资本：529,772.6万元。

主要股东：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历史沿革：2009年成立。主营业务：生产

电动乘用车、混合动力汽车、新能源汽车；装配新能源汽车动力模块（具体包括动力模块电

机系统装配、动力模块电池系统装配以及动力模块电控系统装配）；销售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

汽车、新能源汽车远程监控设备、新能源汽车动力模块系统零部件；软件开发；经济贸易咨

询；汽车装饰；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市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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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环中路 5 号 12 幢 1 层。2019 年的主要财务数据：该公

司未提供相关财务数据。 

北京中车信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乐荣生。注册资本：120,000 万元。主

要股东：北京安鹏中融汽车新零售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0%，其中北汽产投持有北京安鹏中融

汽车新零售科技有限公司股份 50.91%，福田汽车持有北京安鹏中融汽车新零售科技有限公司

股份 49.09%。历史沿革：2012 年 4 月 25 日。主营业务：融资租赁；汽车租赁（不含九座以

上客车）；销售汽车；机械设备租赁；开展与融资租赁和租赁业务相关的租赁财产购买、租赁

财产残值处理与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向第三方机构转让应收账款、接受租赁保证金；

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经济信息服务。（“1、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

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

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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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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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住所：北京市怀柔区大中富乐村红螺东路 21号 56幢 216

室。2019 年的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总资产 1,321,785.31 万元、净资产 141,726.58 万

元、营业收入 79,436.72万元、净利润 7,863.58万元。 

北京福田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乐荣生。注册资本：30,000 万元。主要

股东：北京安鹏中融汽车新零售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0%，其中北汽产投持有北京安鹏中融汽

车新零售科技有限公司股份 50.91%，福田汽车持有北京安鹏中融汽车新零售科技有限公司股

份 49.09%。历史沿革：2016年 4月成立。主营业务：为企业提供贸易融资；应收账款管理；

销售分户（分类）账管理；客户资信调查与评估；信用风险担保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经济信息服务。（“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

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

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需要审批

的金融活动、征信业务融资性担保业务除外；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

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

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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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北京

市怀柔区红螺东路 21 号 56 幢 1 层。2019 年的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154,112.65 万元、净

资产 14,477.98万元、营业收入 6,672.54万元、净利润 791.75万元。 

华夏出行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法定代表人：陈江。注册资本：150,000 万元。主要

股东：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盈润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历史沿革：2017年 2

月成立。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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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保险代

理业务、普通货运、经营出境旅游业务、国内旅游业务、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以及依法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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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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向军北里 28号院 1号楼 5层 502-5号。2019

年的主要财务数据：该公司未提供相关财务数据。 

北京汽车集团越野车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王璋。注册资本：383,427.208 万元。

主要股东：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历史沿革：2017 年 3月成立。经营范围：互联网信息服

务；出版物零售；销售汽车、汽车零部件及配件、汽车模型、体育用品（不含弩）、文化用品；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安装机械设备；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汽车装饰；汽车租赁；市场调查；技术检测；体育运动项目经营

（不含承办体育比赛、高危险性体育活动）；承办展览展示；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粮

油）；汽柴油车整车制造；新能源车整车制造；改装汽车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不含制造、

生产、加工印刷电路板）；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绘图、计算及测量仪器制造；试验机

制造。（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出版物零售、互联网信息服务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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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住所：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兆丰产业基地同心

路 1号。2019年的主要财务数据：该公司未提供相关财务数据。 

云南北汽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王志芳。注册资

本：2,000 万元。主要股东：北汽云南瑞丽汽车有限公司。历史沿革：2016 年 7 月成立。经

营范围：专用汽车、挂车制造、改装、设计、开发、销售；汽车修理与维护；专用汽车零部

件、金属灌体制造、销售；汽车租赁；专用汽车技术研发及技术转让；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住所：云南省德宏州芒

市帕底工业园区咖啡大道 36 号。2019年的主要财务数据：该公司未提供相关财务数据。 

北京安鹏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钧。注册资本：5,000 万元。主要股东：北

京汽车集团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沿革：2017年 1月成

立。经营范围：保险经纪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保险经纪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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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 10号楼 15层(16)1501。

2019年的主要财务数据：该公司未提供相关财务数据。 

北京鹏龙天创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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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孙宏宇。注册资本：20,000万元。主要

股东：北京北汽鹏龙汽车服务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沿革：2011年 11月 25日成立。经营

范围：销售金属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汽车配件、机械设备、办公用机械、文

化用品、石墨制品（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交易、储运活动）、润滑油、金属矿石、非金属矿

石；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市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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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内东街中里 9-17号 2441。

2019 年的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108,750.12 万元、净资产 30,555.29 万元、营业收入

150,138.75 万元、净利润 3,422.94万元。 

北京汽车集团越野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王璋。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主要股

东：北京汽车集团越野车有限公司。历史沿革：2019 年 2 月 28 日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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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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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住所：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兆丰产业基地同心路 1

号。2019年的主要财务数据：该公司未提供相关财务数据。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由于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依照《规则》第 10.1.3（一）、（二）的规

定，本公司与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上述企业作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具备交易的履约能力。在前期

同类关联交易中，均按约定履行了相关承诺，未出现重大违约情形。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关于与诸城市义和车桥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2021年计划采购销售等交易事项预计金额： 

交易类别 平均单价（元） 交易总额（万元） 

1.采购车桥等 3,700 183,122 

2.租赁 / 20 

合计 / 183,142 

注：允许公司在与诸城市义和车桥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的预计交易总额 183,142

万元的范围内调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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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与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2021年计划采购销售等交易事项预计金额： 

交易类别 平均单价（元） 交易总额（万元） 

采购发动机等 74,000 84,543 

3、关于与陕西法士特齿轮有限责任公司（含全资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2021年计划采购销售等交易事项预计金额： 

交易类别 平均单价（元） 交易总额（万元） 

采购变速箱等 17,700 39,816 

4、关于与陕西汉德车桥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2021年计划采购销售等交易事项预计金额： 

交易类别 平均单价（元） 交易总额（万元） 

采购车桥等 24,000 8,400 

5、关于与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2021年计划采购销售等交易事项预计金额： 

交易类别 平均单价（元） 交易总额（万元） 

1.采购整车等 265,000 2,099 

2.销售底盘等 177,000 3,173 

合计 / 5,272 

6、关于与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2021年计划采购销售等交易事项预计金额： 

交易类别 平均单价（元） 交易总额（万元） 

1.采购原材料、配件等 / 272 

2.销售发动机、冲压件等 / 836 

合计 / 1,108 

注：允许公司与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陕西法士特齿轮有限责任公司

（含全资子公司）、陕西汉德车桥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含全

资子公司）、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等由同一关联自然人张泉担任

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关联交易在 139,139 万元的交易总额范围内调整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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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与青特集团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2021年计划采购销售等交易事项预计金额： 

交易类别 平均单价（元） 交易总额（万元） 

1.采购车桥、整车等 / 1,976 

2.销售整车、底盘等 / 603 

合计 / 2,579 

8、关于与青岛青特众力车桥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2021年计划采购销售等交易事项预计金额： 

交易类别 平均单价（元） 交易总额（万元） 

1.采购车桥等 20,500 2,365 

2.提供服务等 / 143 

合计 / 2,508 

注：允许公司与青特集团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青岛青特众力车桥有限公司等由同

一关联自然人纪建奕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关联交易在 5,087 万元的

交易总额范围内调整使用。 

9、关于与北京福田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2021年计划采购销售等交易事项预计金额： 

交易类别 
平均单价

（元） 

交易总额（万

元） 

1.采购发动机、配件等 55,000 1,201,338 

2.提供三包索赔、促销活动费、住宿、车联网服务等 / 36,718 

合计  1,238,056 

注：允许公司在与北京福田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的预计交易总额 1,238,056 万元范围

内调整使用。 

10、关于与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2021年计划采购销售等交易事项预计金额： 

交易类别 平均单价（元） 交易总额（万元） 

1.采购整车及底盘、配件、接受劳务等 / 204,240 

2.销售变速箱、发动机、配件、钢材、软

件、模具等，提供服务等 / 1,087,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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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提供工具及土地、厂房仓库租赁 / 19,310 

4.其他 

商标许可标识 / 1,950 

通用技术 / 520 

人员派遣费 / 2,189 

IT系统使用及维护 / 7,502 

H4、H5卡车许可费 / 29,630 

办公楼使用费 / 36 

战略管理信息服务费 / 780 

GEP 技术使用费 / 1,123 

合计 / 1,355,240 

注：允许公司在与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的预计交易总额 1,355,240 万元范围内

调整使用。 

11、关于与采埃孚福田自动变速箱（嘉兴）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2021年计划采购销售等交易事项预计金额： 

交易类别 平均单价（元） 交易总额（万元） 

1.采购变速箱等 30,000 204,517 

2.接受业务流程管理服务 / 3,464 

3.提供业务流程管理服务 / 690 

4. 公司提供土地厂房、公用

设备租赁 
/ 1,034 

合计 / 209,705 

注：允许公司在与采埃孚福田自动变速箱（嘉兴）有限公司的预计交易总额 209,705 万

元范围内调整使用。 

12、关于与河北雷萨重型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交易 

2021年计划采购销售等交易事项预计金额： 

交易类别 平均单价（元） 交易总额（万元） 

1.采购整车等 335,000 29,554 

2.销售整车、钢材等 195,000 10,522 

合计 / 40,076 

注：允许公司在与河北雷萨重型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预计交易总额 40,076 万元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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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调整使用。 

13、关于与北京智程运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2021年计划采购销售等交易事项预计金额： 

交易类别 平均单价（元） 交易总额（万元） 

销售整车等 200,000 26,000 

注：允许公司在与北京智程运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预计交易总额 26,000 万元范围

内调整使用。 

14、关于与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1、2021年计划采购销售等交易事项预计金额： 

交易类别 交易单位 平均单价（元） 交易总额（万元） 

1.1 采购原

材料、零部

件、整车等 

北京鹏龙天创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 1,560 

北京亚太汽车底盘系统有限公司 500 275 

滨州渤海活塞有限公司 60 1,503 

江西昌河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 2,940 

1.2 接受服

务 

北京福田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 3,120 

北京中车信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 27,483 

北京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 2,032 

1.3 销售整

车、发动

机、配件、

模具等 

北京汽车集团越野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 72 

北京汽车集团越野车有限公司 / 6,253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 345 

华夏出行有限公司 / 26,000 

云南北汽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 36 

1.4 提供服

务 

北京中车信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 2,700 

北京安鹏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 3,048 

北京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 39,000 

1.5 公司提

供办公场

地租赁等 
北京福田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 24 

合计 / 116,391 

2. 2021年其他关联交易事项预计金额： 

①2021年，本公司在北京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存款余额与贷款利息之和不超过上年

经审计净资产的 10%，预计约 136,083万元。 

②2021年，福田客户通过本公司（含子公司）在北京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资管业

务，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70,200万元。 

③2021 年，公司认购北京中车信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发行的 ABS、ABN 等产品，预计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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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金额 117,000万元。 

④2021年，福田客户通过本公司（含子公司）在北京中车信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

资租赁业务，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 45,500万元。 

⑤2021年，福田供应商通过本公司（含子公司）在北京福田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开展供应

商金融业务，预计发生资金往来 249,600万元。 

注：允许公司（含全资、控股子（孙）公司）在与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的预计交易总额 734,774万元范围内调整使用。 

（二）定价政策 

以上除第 1.2项、5.2 项、6.2项、7.2项、8.2 项、9.2项、10.2项、10.3 项、10.4项、

11.2 项、11.3 项、11.4 项、12.2 项、13 项以及 14 项（不含 14.1.1）外，其他交易的付款

方式均为：货到付款。时间一年。 

上述关联交易，其中 10.4 项所涉及的交易结合耗费成本，与关联交易方股东议定定价；

其他关联交易所涉及的交易价格，均采取同类产品类比定价结合市场竞争比价进行定价，均

为不含税价格，且交易价格均不高于市场同类产品的平均价格，关联股东没有因其身份而不

当得利，不存在损害非关联股东利益之情形。该项关联交易对非关联股东是公平合理的。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由于本公司组建时的发起股东均是本公司的供应商和销售商，且本公司生产组织流程的

主要特点是组装。因此，本公司与上下游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较多，但相关交易均是基于各

公司生产经营需要确定的，能充分利用相关方拥有的资源和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

配置，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交易符合商业惯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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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采购原料接受服务的交易金额远

多于向关联方销售的金额，销售业务主要面对市场，上市公司的收入、利润不依赖关联交易。

因此，关联交易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任何影响。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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