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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66      证券简称：福田汽车     编号：临 2020—135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为关联方按股比提供关联担保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1. 北京安鹏中融汽车新零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鹏中融”）及下属子公

司 

2. 北京智程运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智程”） 

3. 河北雷萨重型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河北雷萨”）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 本次公司为安鹏中融及下属子公司按股比提供的担保金额（授权额）不超过

183.8亿元。截至 2020 年 11 月 30日，公司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98.16

亿元，占 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64.46%。 

2. 本次公司为北京智程按股比提供的担保金额（授权额）不超过 1.2 亿元。截

至 2020年 11月 30日，公司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0亿元。 

3. 本次公司为河北雷萨按股比提供的融资业务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授权额）不

超过 1.96亿元，提供差额回购责任不超过 2亿元，提供融资租赁业务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不超过 3.92 亿元。截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实际为其提供

的担保余额为 1.24 亿元，占 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0.81%。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本次关联担保事项尚需提交福田汽车 2020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担保基本情况及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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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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福田汽车为关联单位北京安鹏中融汽车新零售科技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提供担保 

1、担保基本情况 

为满足参股子公司安鹏中融及其下属子公司 2021 年融资需求以及提升福田汽车

产品销售及供应链竞争力，公司按股比 49.09%向安鹏中融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 172.8

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为了提升福田汽车产品销售及供应链竞争力，安鹏中融下属子公司北京福田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理公司”） 2021年开展 10亿元福金通业务：即通过线

上平台开具“电子商业票据”，支付供应商应付账款，福田汽车及合资公司供应商凭

“电子商业票据”向金融机构进行融资。票据签发人为福田汽车或合资公司，承兑人

为保理公司，当“电子商业票据”到期后，福田汽车或合资公司需向保理公司付款，

保理公司再向金融机构付款。当福田汽车或合资公司已付款给保理公司，保理公司因

极端情况如查封而无能力还款，福田汽车需承担最终付款责任。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业务 担保金额 福田持股比例 

福田汽车 
安鹏中融及下属子

公司 

融资 172.8 亿元 
49.09% 

福金通、诉讼保全等 11 亿元 

注：融资包括流贷、保理、资产证券化、债券融资等方式。 

2、关联担保概述 

北京汽车集团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汽产投”）为公司控股股东北京

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控制的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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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规定，北汽产投作为公司的关联方，由于安鹏中融及

下属子公司是北汽产投的控股子（孙）公司，因此，依照《规则》第10.1.3（二）的

规定，安鹏中融及下属子公司也作为公司关联方。本公司为安鹏中融及下属子公司提

供担保事项构成关联担保。 

（二）福田汽车为关联单位北京智程运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 

1、担保基本情况 

北京智程为 2019 年新成立公司，自身利润积累不能满足业务可持续发展的资金

需要，同时其资产以流动资产为主，能够用于抵押的实物资产较少，因此融资需要股

东提供担保増信，有利于增加授信额度以及降低融资成本。此外，由于成立时间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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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能力尚未完备，为帮助其获取资金维持其常运营，公司需要为其提供担保。 

为满足北京智程 2021 年融资需求，公司按股比（40%）为北京智程提供不超过

1.2 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关联担保事项概述 

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常瑞担任北京智程董事长，依照《规则》第 10.1.3（三）

的规定，北京智程作为公司的关联方，福田汽车为其提供担保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三）福田汽车为关联单位河北雷萨重型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融资及金融业务

提供担保 

1、担保基本情况 

福田汽车持有河北雷萨 49%股份，为助力福田汽车工程机械类产品销售及品牌知

名度，有效解决客户购车资金问题，促进福田汽车品牌知名度及产品竞争力，福田汽

车为河北雷萨提供担保。河北雷萨 2021 年融资业务需求为 4 亿元，福田汽车持有其

49%股权，公司按照持有股比向相关机构提供不超过 1.96亿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商

贷通业务，公司向河北雷萨的经销商承担不超过 2亿元的差额回购责任；融资租赁业

务，公司按照持有股比向相关机构提供不超过 3.92 亿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业务 担保金额 福田持股比例 

福田汽车 

河北雷萨 融资 1.96 亿元 

49% 河北雷萨经销商 商贷通 2 亿元 

河北雷萨客户 融资租赁 3.92 亿元 

 

2、关联担保事项概述 

本公司副总经理杨国涛担任河北雷萨董事长，依照《规则》第 10.1.3（三）的规

定，河北雷萨作为公司的关联方，福田汽车为其提供担保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二、本关联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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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向关联方提供关联担保计划的议案》，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 4位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

会审议，并且关联董事应该回避表决，并发表了同意该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内控委对该议案进行了认真审核，发表了同意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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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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向关联方提供关联担保计划的议案》。 

（一）关于福田汽车为关联单位北京安鹏中融汽车新零售科技有限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表决结果如下： 

1、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派出董事回避表决，董事会以 7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福田汽车为关联单位北京安鹏中融汽车新零售科技有限公

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决议如下： 

授权经理部门在下述范围内办理担保事宜： 

1、同意自 2021年 1 月 1日—2021年 12月 31 日为安鹏中融及下属子公司提供不

超过 183.8 亿元的担保；2、上述担保事项由本次会议一并审核通过，担保实施时将

不再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由此担保产生的与公司相关关联方的或有关联交易

不再单独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3、该担保额度内发生的担保将在中报和年报

中予以汇总、体现或说明。 

依据《规则》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张夕勇、张建勇、孙彦臣、王文健回避表决。 

2、若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派出董事不回避表决，表决情况：董事会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福田汽车为关联单位北京安鹏中融汽

车新零售科技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决议如下： 

授权经理部门在下述范围内办理担保事宜： 

1、同意自 2021年 1 月 1日—2021年 12月 31 日为安鹏中融及下属子公司提供不

超过 183.8 亿元的担保；2、上述担保事项由本次会议一并审核通过，担保实施时将

不再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由此担保产生的与公司相关关联方的或有关联交易

不再单独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3、该担保额度内发生的担保将在中报和年报

中予以汇总、体现或说明。 

依据《规则》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张夕勇、张建勇、孙彦臣回避表决。 

（二）关于福田汽车为关联单位北京智程运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

的表决结果如下： 

董事会以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福田汽车为关联单位

北京智程运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决议如下： 

授权经理部门在下述范围内办理担保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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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意自 2021年 1 月 1日—2021年 12月 31 日为北京智程的融资按股比提供不

超过 1.2 亿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上述担保事项由本次会议一并审核通过，担保

实施时将不再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由此担保产生的与公司相关关联方的或有

关联交易不再单独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3、该担保额度内发生的担保将在中

报和年报中予以汇总、体现或说明。 

（三）关于福田汽车为关联单位河北雷萨重型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融资及金融

业务提供担保的表决结果如下： 

董事会以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福田汽车为关联单位

河北雷萨重型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融资及金融业务提供担保。决议如下： 

授权经理部门在下述范围内办理担保事宜： 

1、同意自 2021 年 1 月 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为河北雷萨的融资提供不超过

1.96亿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金融业务提供不超过 5.92亿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根

据福田汽车 2018年 4月 21日审议通过的《关于启动“三年行动计划”业务重组项目

的议案》，为河北雷萨引入战略投资者。由于上述雷萨专用车业务正在北汽集团履行

股权置入审批程序，为了不影响专用车业务的持续经营，在不改变按股比担保原则以

及总额度不超过 7.88 亿元的情况下，可对雷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的全资子公司

（含新设）授权使用以上 2021年担保额度。）；2、上述担保事项由本次会议一并审核

通过，担保实施时将不再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由此担保产生的与公司相关关

联方的或有关联交易不再单独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3、该担保额度内发生的

担保将在中报和年报中予以汇总、体现或说明。 

以上各关联担保事项尚需提交福田汽车 2020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方名称：北京安鹏中融汽车新零售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2018年9月，曾用名为北京安鹏中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353,597.79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刘钧，注册地为北京市怀柔区红螺东路21号。主要股

东：北京汽车集团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50.91%，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49.09%。主营业务为：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投资

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销售汽车；汽车租赁；经济信息服务。旗下子公司包含

安鹏国际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 、安鹏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 、北京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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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北京福田商业保理有限公司。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总

资产354,431.81万元、总负债121,533.96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21,533.96万元、银行

借款为70000万元、净资产232,897.84万元、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4748.75万元。

2020年1-9月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391,761.52万元、总负债111,940.86万元、银行

借款为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11,940.86万元、净资产279,820.65万元、营业收入

50862.33万元、净利润4422.81万元。 

2、被担保方名称：安鹏国际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4年 8月，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法定代表

人史志山，注册地深圳市。注册资本为 12,286.69 万美元。主要股东：北京安鹏中融

汽车新零售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75%，北汽国际（香港）有限公司持股 25%。主营业务：

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资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

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从事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总资产 358,911.14万元、总负债 297,916.03万元、流动负债 251,789.00 万元、银

行借款为 223,015.30万元、净资产 60,995.11万元、营业收入 26,465.66 万元、净

利润 2,774.07万元。2020 年 1-9月主要财务数据：385,943.82万元、总负债

293,028.34万元、流动负债 195,013.04万元、银行借款为 220,069.66万元、净资产

92,915.48万元、营业收入 24,261.81万元、净利润 1,920.38万元。 

3、被担保方名称：安鹏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2015年9月，注册资本43,000万元，法定代表人史志山，注册地天津

市。主营业务为：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资产；租赁财产的残

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股权结构：北

京安鹏中融汽车新零售科技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54,895.32万元、总负债8,281.29万元、流动负债7,036.27万元、银行借款为1,979.86

万元、净资产46,614.03万元、营业收入1,229.58万元、净利润550.17万元。2020年

1-9月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84,912.46万元、总负债37,516.17万元、流动负债

35,536.31万元、银行借款为4,114.63万元、净资产47,396.29万元、营业收入1,728.27

万元、净利润782.27万元。 

4、被担保方名称：北京中车信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2012年4月，注册资本12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乐荣生，注册地北京

市怀柔区。主营业务为：融资租赁；汽车租赁（不含九座以上客车）；销售汽车；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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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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权结构：北京安鹏中融汽车新零售科技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

据：总资产1,321,785.31万元、总负债1,180,058.73万元、流动负债925,111.98万元、

净资产141,726.58万元、银行借款为1,283,968.78万元、营业收入79,436.72万元、

净利润7,863.58万元。2020年1-9月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1,714,083.46万元、总负

债1,556,668.92万元、流动负债1,186,303.79万元、净资产157,414.53万元、银行借

款为1,005,544.71万元,营业收入87,986.35万元、净利润6,142.95万元。 

5、被担保方名称：北京福田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2016年4月，注册资本3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乐荣生，注册地北京

市怀柔区。主营业务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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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结构：北京安鹏中融汽车新零售科技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2019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154,112.65万元、总负债139,634.67万元、流动负债

139,634.67万元、净资产14,477.98万元、银行借款为55,297.12万元、营业收入

6,672.54万元、净利润791.75万元。2020年1-9月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147,474.64

万元、总负债111,243.07万元、流动负债111,115.99万元、净资产36,231.57万元、

银行借款为25,598.94万元、营业收入6,098.13万元、净利润1,753.59万元。 

6、被担保方名称：北京智程运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2019年2月，注册资本12,500万元，法定代表人常瑞，注册地北京市

昌平区沙河镇沙阳路老牛湾村北。主营业务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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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结构：深圳安鹏创投基金企业（有限合伙）持

股40%，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股40%，北京普田物流有限公司持股20%。2019

年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12,289.98万元、总负债324.17万元、流动负债总额301.45

万元、净资产11,965.81万元、银行借款总额0万元、营业收入271.74万元、净利润

-534.19万元。2020年1-9月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12,713.2万元、总负债1,457.19万

元、流动负债总额509.67万元、净资产11,256.02万元、银行借款总额0万元、营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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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851.65万元、净利润 -683.42万元。 

7、被担保方名称：河北雷萨重型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2 月，注册资本为 12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杨国涛，注

册地为河北省张家口市，主营业务为专用车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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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结构：雷萨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1%，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49%。2019 年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244,028.96 万

元、总负债 176,874.16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76,622.85 万元、净资产 67,154.8 万

元、银行借款总额 0万元、营业收入 239,076.62 万元、净利润-52,845.2 万元。2020

年 1-9月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187,340.77万元、总负债 158,373.73万元、流动负

债总额 158,129.90万元、净资产 28,967.04万元、银行借款总额 10,000 万元、营业

收入 98,009.04万元、净利润-38,187.76万元。 

四、担保的主要内容 

公司将在担保实际发生时，在批准额度内签订担保合同，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期

限等条款将在上述范围内，以有关主体与金融机构或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根据不同

机构业务模式设置的不同，担保可能体现为不同责任类型。 

五、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安鹏中融及下属子公司为类金融公司，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

日常业务运营需要大量的资金运作，取得资金成本的高低直接影响对客户金融产品利

率及企业的利润，为降低其融资成本，需要公司为安鹏中融下属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

此外，安鹏中融旗下子公司主要是为助力北汽及福田产品销售及支持北汽及福田汽车

供应商的资金融通，通过金融业务的开展，帮助提升福田汽车产品销量及供应链竞争

力；北京智程为2019年新成立公司，自身利润积累不能满足业务可持续发展的资金需

要，同时其资产以流动资产为主，能够用于抵押的实物资产较少，因此融资需要股东

提供担保増信，有利于增加授信额度以及降低融资成本，此外，由于成立时间较短，

融资能力尚未完备，为帮助其获取资金维持其常运营，公司需要为其提供担保；由于

工程机械销售业务的特殊性，河北雷萨的日常业务运营，如为终端客户寻找融资机构

及为客户提供担保服务，都需要大量资金，需要对外进行融资，但受限于企业性质、

资产规模、净资产等条件，无法满足业务发展所需资金需求，为了确保销售业务平稳、

健康发展，需借助股东为其融资及金融业务提供担保。因此，为确保上述关联方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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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保障需求资金的适时到位，同时促进公司产品销售，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

公司对上述关联方按股比提供的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会对

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后续，公司将持续关注有关

融资使用情况及企业经营状况，及时采取措施防范风险，有效控制担保风险。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1、公司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规范对外担保行为，控制对外担保风险。2、我们认为，2021

年度向关联方提供关联担保计划是为了支持、保障福田汽车的金融业务、新能源业务、

专用车业务的正常生产经营，有利于福田汽车整体战略布局规划。此关联担保计划是

在综合考量了被担保方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风险等各方面因素后，经慎重研究作

出的决定，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3、公司进行的对外担保决策程序合法，依法运

作，对外担保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关于2021年度向关联方提

供关联担保计划的议案》。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授权额）为 490.87亿元（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322.35%）。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总额（授权额）为 111.04 亿元（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72.92%），公司

其他对外担保总额（授权额）为 379.83 亿元（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49.43%）。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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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