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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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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谢伟、

胡汉军、顾鑫、陈更、高月华、季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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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根据下属企业生产经营需要，预计 2022 年新增与关联方北京中都星徽

物流有限公司、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顺义分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314 万

元,追加与关联方北京汽车动力总成有限公司、廊坊莱尼线束系统有限公司、海

斯坦普汽车组件（北京）有限公司、北汽蓝谷麦格纳汽车有限公司、北京海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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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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锋汽车模块系统有限公司、北京汽车集团越野车有限公司、北京北汽进出口有

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2,176 万元，2022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

额合计 2,490 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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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军 

注册资本：147,619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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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类型 交易对方 
关联交易

定价内容 

2022年

初预计交

易金额 

2022年

预计新增

交易金额 

2022年预

计交易总

额 

销售商品 

 

北京汽车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活塞 504 52 556 

廊坊莱尼线束系统有限公司 物流线 144 114 258 

海斯坦普汽车组件（北京）有

限公司 
货架 72 

91 163 

北京中都星徽物流有限公司 
减震排序

智能工具 
0 

198 198 

北汽蓝谷麦格纳汽车有限公司 
AB柱、减

震塔 
434.3 

960 1394.3 

北京海纳川延锋汽车模块系统

有限公司 

空调箱总

成 
74 

515 589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顺义分

公司 
管路 0 

116 116 

北京汽车集团越野车有限公司 模具 8 352 360 

采购商品 北京北汽进出口有限公司 
执行器、螺

钉 
258.4 

92 350.4 

合计 - - 1,494.7 2,490 3,9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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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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力总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汽集

团”）的间接控股子公司。 

2. 廊坊莱尼线束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尼线束”） 

 （1）基本情况介绍  

法定代表人：陈更 

注册资本：6,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住所：三河市区 102国道北侧密三路东北外环路南侧岩峰大街 1号 

经营范围：设计、制造汽车电子装置，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原材

料与机器设备销售，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除外，需

许可的待许可后方可经营），相关信息咨询服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副董事长陈更任莱尼线束董事长。 

3.海斯坦普汽车组件（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斯坦普”） 

（1）基本情况介绍 

法定代表人：谢伟 

注册资本：14,55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融兴北一街 2号院 3号楼 1层 101 

经营范围：生产高端轻量化车身件及车身装焊总成；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转让、技术服务；销售高端轻量化车身件及车身装焊总成、金属模具；货物

进出口、代理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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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长谢伟担任海斯坦普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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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北京中都星徽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都星徽”） 

（1）基本情况介绍  

法定代表人：于冬 

注册资本：13,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融兴北三街 21号院 1号楼 

经营范围：道路货物运输；人力资源服务；仓储服务；国际货运代理（不含

私人信函和县级以上党政军机关公文寄递业务）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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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都星徽为北汽集团的间接控股子公司。 

5.北汽蓝谷麦格纳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格纳”） 

 （1）基本情况介绍  

法定代表人：魏志刚 

注册资本：100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镇江市丹徒区上党镇北汽大道 1 号 

经营范围：新能源汽车、摩托车及其零部件的开发、制造、加工、销售、售

后服务；房屋、设备租赁；汽车租赁；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自营本企业产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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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格纳为北汽集团的间接控股子公司。 

6.北京海纳川延锋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简称“海纳川延锋”） 

（1）基本情况介绍 

法定代表人：李金钢 

注册资本：2,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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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西台下村临 1号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制造；研发、销售汽车零部件；产品设计；软件开发；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出租

办公用房、商业用房；机械设备租赁（不含汽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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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金钢任海纳川延

锋董事长。 

7.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顺义分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奔驰顺义分公司”） 

（1）基本情况介绍 

法定代表人：方铭博 

公司类型：分公司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中关村科技园区顺义园临空二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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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奔驰顺义分公司为北汽集团控股子公司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的分公

司。 

8.北京汽车集团越野车有限公司（简称“北汽越野”） 

（1）基本情况介绍  

法定代表人：陈巍 

注册资本：394,592.918407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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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兆丰产业基地同心路 1号 

经营范围：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互联网信息服务；出版物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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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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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

汽车新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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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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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北汽越野为北汽集团全资子公司。 

9.北京北汽进出口有限公司（简称“北汽进出口”） 

（1）基本情况介绍  

法定代表人：李永前 

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金航中路 1号院 2 号楼 711室(天竺综合保税区-024) 

经营范围：销售汽车、摩托车、橡胶制品、电气设备、装饰材料、仪器仪表、

金属材料（不含电石、铁合金）、金属制品、塑料制品、玻璃制品、润滑油、机

械设备、钢材、化工产品（不含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及危险品）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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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Ⅲ类医疗器械、销售食

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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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北汽进出口为北汽集团间接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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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是依据市场价进行定价，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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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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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获得了独立董事的认可。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新增日常关联

交易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交易价格合理、公允，是公司生产经营所必要的，在

审议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上述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事项，不会对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造成不利影响。同意公司 2022 年度新

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10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