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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550 证券简称： 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 2021—035 

 200550  江铃 B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铃汽车”或“本公司”）董事会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至 5 月 27 日以书面表决形式审议批准了公司与江铃控股有限公司和

江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铃集团”）之间的《江铃汽车与江铃控股

有限公司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与新能源汽车积分交易协议》，以及与江西江

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之间的《江铃汽车与江西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

司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与新能源汽车积分交易协议》，并授权公司总裁熊春

英代表公司签署上述协议。 

应出席会议董事 9 人，实到 8 人。董事 Thomas Hilditch 未出席本次会议，

他授权副董事长陈安宁代其行使表决权。 

在对本议案的表决中，关联董事邱天高、万建荣和金文辉回避表决，其余董

事均同意此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江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江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金融大街 969 号 

注册资本：15 亿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1988 年 8 月 3 日 

法人代表：邱天高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税务登记证号码：91360000158263759R 

股权结构：江西国控汽车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生产汽车、发动机、底盘、专用（改装）车、汽车零部件、汽车

质量检验、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售后服务。 

https://www.qcc.com/firm/096d580e5f67fd4ba9159067e07205f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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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2,126 

净利润  -335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净资产 6,699 

总资产 16,549 

    经查询，江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江铃集团持有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南昌市江铃投

资有限公司 50%的股权，并且本公司董事长同时担任江铃集团董事长。 

（3）履约能力分析：依据工信部发布的《2020 年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

与新能源汽车积分执行情况年度报告》，江铃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江铃控股有限公

司产生了大量可交易的积分，而该等积分为江铃集团所拥有，因此江铃集团完全

有能力履行该关联交易。 

 

2、江铃控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江铃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迎宾中大道 319 号 

注册资本：20 亿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4 年 11 月 1 日 

法人代表：徐骏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税务登记证号码：913601007670323079 

股权结构：爱驰汽车有限公司持有 50%股权，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 25%股权，江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25%股权。 

经营范围：生产汽车、发动机底盘、汽车零部件;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售

后服务;实业投资;新能源汽车的研发、生产、销售。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743 

净利润  -789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净资产 806 

总资产 4,811 

经查询，江铃控股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江铃控股有限公司各持有其 25%股权的股东江

铃集团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持有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南昌市江铃投

资有限公司各 50%的股权，并且本公司董事长同时担任江铃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 

（3）履约能力分析：依据工信部发布的《2020 年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

与新能源汽车积分执行情况年度报告》，江铃控股有限公司产生并累积了大量可

https://www.qcc.com/firm/5504ef285b07cad4facc981764680df7.html
https://www.qcc.com/firm/d346b5a3ca3fcb478cae8d4b6aa49d49.html
https://www.qcc.com/firm/1e2c41f412ed981f6c1f8263316a77a1.html


 3 

交易的积分，因此江铃控股有限公司完全有能力履行该关联交易。 

 

3、江西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江西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注册地：江西省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庐山北大道 

注册资本：20 亿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5 年 1 月 15 日 

法人代表：邱天高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税务登记证号码：91360108327654065K 

股权结构：RENAULT s.a.s 持有 50%股权，江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37%

股权，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持有 13%股权。 

经营范围：新能源汽车整车与汽车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214 

净利润  -440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净资产 479 

总资产 3,396 

经查询，江西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江西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持有其 37%

股权的股东江铃集团持有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 50%的股

权，并且本公司董事长同时担任江西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司董事长。 

（3）履约能力分析：依据工信部发布的《2020 年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

与新能源汽车积分执行情况年度报告》，江西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产生

并累积了大量可交易的积分，因此江西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完全有能力

履行该关联交易。 

 

三、《江铃汽车与江铃控股有限公司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与新能源汽车

积分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于 2017 年 6 月正式发布的《乘用

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管理办法》规定，江铃汽车希望从江铃控股有限公司购买

用以抵偿油耗负积分的正积分，总金额 188,180,000 元人民币。 

（2）三方约定，因为江铃控股的积分实际所有权归属江铃集团，由江铃控

股有限公司出售正积分，江铃集团接收货款。 

（3）本协议项下，江铃控股有限公司依照本协议规定向江铃汽车开具发票，

江铃汽车应在 7 个工作日内向江铃集团支付约定交易额的 30%，积分抵扣完成后

支付剩余 70%。 

（4）本积分交易协议有效期自签订生效后两年，除非双方协商同意根据本

协议的条款终止本协议。  

 

https://www.qcc.com/more_gov?name=RENAULT%20s.a.s
https://www.qcc.com/firm/1e2c41f412ed981f6c1f8263316a77a1.html
https://www.qcc.com/firm/37b8ba15ce84f4fad965d2255a81bbf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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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江铃汽车与江西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积

分与新能源汽车积分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于 2017 年 6 月正式发布的《乘用

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管理办法》规定，江铃汽车预计需要从江西江铃集团新能

源汽车有限公司获得双积分所有权用以抵偿油耗负积分，积分所有权总金额为

150,000,000 元人民币。 

（2）本协议项下，江西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依照本协议规定向江

铃汽车开具发票，江铃汽车应在 30 个工作日内向江西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

公司支付约定积分所有权转让交易额的 30%，剩余积分所有权转让完成后支付交

易额的 70%。 

（3）本积分交易协议有效期自签订生效后两年，除非双方协商同意根据本

协议的条款终止本协议。  

 

五、定价政策 

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为通过市场询价定价，价格经过双方协商，按照《乘用

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管理办法》，依据江铃集团内部积分转让及交易原则制定。 

 

六、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必要性： 

（1）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于2017年6月正式发布的《乘用车

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管理办法》规定，如果企业当年没有抵偿油耗负积分，将按

失信企业处理、暂停车型油耗未达标新产品公告。江铃汽车需要通过从外部渠道

购买正积分来抵偿油耗负积分。 

（2）经本公司多次向市场询价比较，江铃控股有限公司及江西江铃集团新

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的积分报价最优。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本次交易有助于公司短期优化乘用车双积分情况，

为新产品研发提供有效保障。 

 

七、本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期间，与江铃集团累计

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约为 6,552 万元人民币；与江铃控股有限公司累计发

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约为 1,777 万元人民币，与江西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

限公司未发生交易。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李显君先生、陈江峰先生和王悦女士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 

1、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已知晓会议内容； 

2、我们详细了解了与江铃控股有限公司和江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江

铃汽车与江铃控股有限公司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与新能源汽车积分交易协

议》，以及与江西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之间的《江铃汽车与江西江铃集

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与新能源汽车积分交易协议》的

相关内容。经过认真地审查，我们认为相关协议中的约定符合一般商业原则，是

公平、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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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备查文件目录 

1、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日常性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