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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596           证券简称：伯特利           公告编号：2022-121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预计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

方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

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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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12 月 14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预计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李中兵回避表决，其他董事均

发表了同意意见，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二）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增加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召开了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案的议

案》，对公司 2022年度与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瑞汽车”）及其关联

方在销售商品方面可能发生的持续性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预计 2022 年度公司向

奇瑞汽车及其关联方购销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和销售产品、商品、提供劳务

的关联交易金额分别为 2,200.00万元和 160,000.00 万元。 

2022 年 8 月 29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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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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预计公司向奇瑞汽车及其关联方购销商

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和销售产品、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增加的金额分别

为 310.00万元和 16,590.00 万元。增加后 2022 年重新预计的向奇瑞汽车及其关联

方购销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和销售产品、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的金额

分别为 2,510.00万元和 176,590.00万元。 

由于奇瑞汽车及其关联方在 2022 年业务的增长超出预期，导致公司基于 2022

年度与奇瑞汽车及其关联方业务开展以及发生的交易进一步增长，公司将增加与奇

瑞汽车及其关联方的交易，因此，公司再次增加预计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规模，

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22 年原预

计金额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已发生金额 

2022 年重新预

计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购 销 商

品、接受

劳 务 的

关 联 交

易 

奇瑞汽车 1,500.00 448.00 1,500.00 

- 
奇瑞河南 480.00 35.00 480.00 

奇瑞商用车 220.00 7.00 220.00 

奇瑞汽车零部件 310.00 80.00 310.00 

合计： 2,510.00 570.00 2,510.00 - 

销 售 产

品 、 商

品、提供

劳 务 的

关 联 交

易 

奇瑞汽车 46,130.00 35,898.00 58,800.00 

与奇瑞汽车及其关

联方业务开展以及

发生的交易进一步

增长 

奇瑞新能源 19,360.00 13,908.00 19,360.00 

- 奇瑞河南 1,320.00 316.00 1,320.00 

芜湖达奥 800.00 334.00 800.00 

奇瑞科技 20,200.00 17,267.00 26,200.00 与奇瑞汽车及其关

联方业务开展以及

发生的交易进一步

增长 

奇瑞商用车 10,380.00 7,033.00 11,800.00 

奇瑞汽车零部件 78,400.00 56,174.00 85,600.00 

 合计 176,590.00 130,930.00 203,880.00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奇瑞汽车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瑞汽车”）成立于 1997年 1 月 8日，

注册资本 54.698 亿元，注册地为安徽省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春路 8 号，经

营范围：生产、销售汽车产品，生产、销售发动机；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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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的进

口业务；技术服务及技术交易；汽车及机械设备租赁；实业投资，金融投资，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上述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的，凭许可资质经营）。 

奇瑞汽车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2021 年总资产

10,232,595.28 万元、净资产 2,578,087.26 万元、营业收入 5,060,793.82 万

元、净利润 7,322.66 万元。 

奇瑞汽车是公司股东芜湖奇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瑞科技”）的股

东，持有奇瑞科技 100%的股权。 

（二）奇瑞新能源 

奇瑞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瑞新能源”）成立于 2010年

4 月 22 日，注册资本 90,000 万元，注册地为安徽省芜湖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花津南路 226号，经营范围：新能源汽车的研发、生产、销售，新能源汽车

零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投资；新能源供电系统和新能源路灯（含 LED灯

具）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工程安装；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凭对外贸易

经营者备案登记表经营），机械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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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瑞新能源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2021 年总资产 104.92 亿

元、净资产 19.83 亿元、营业收入 61.89 亿元、净利润-5.26 亿元（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奇瑞新能源是奇瑞汽车的控股子公司。 

（三）奇瑞河南 

奇瑞汽车河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瑞河南”）成立于 2010 年 3 月 11

日，注册资本 238,512.77 万元，注册地址为河南省开封市宋城路 99 号，经营

范围为：专用车的研发、改装销售和汽车零部件的研发、制造销售；经营本公

司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经营本公司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

备、零配件的进口业务；技术服务咨询及技术交易；农用机械、工程机械设备

租赁；实业投资及投资项目管理；低速电动车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以上范围

国家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国家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须经许可的凭有效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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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证经营）；旅游观光电瓶车的研发、制造和销售。 

奇瑞河南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2021年总资产104.96亿元、

净资产 18.55亿元、营业收入 103.51亿元、净利润-0.02亿元（财务数据未经

审计）。 

奇瑞河南的控股股东为奇瑞商用车（安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瑞商

用车”），奇瑞商用车的持股比例为 84.0679%。奇瑞商用车是奇瑞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奇瑞控股”）的全资子公司，因此奇瑞河南为奇瑞控股控制的

公司。奇瑞科技持有公司 15.31%的股权；奇瑞汽车持有奇瑞科技 100%股权，奇

瑞控股为奇瑞汽车的股东之一。 

（四）奇瑞汽车零部件 

芜湖奇瑞汽车零部件采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瑞汽车零部件”）成立于

2005 年 9 月 29 日，注册资本 500 万元，注册地为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长春路 8号，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汽车生产所需的零部件、原材料、辅助

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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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瑞汽车零部件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2021 年总资产

444,606.61万元、净资产-3,747.07万元、营业收入 1,134,919.94万元、净利

润 1,952.32万元。 

奇瑞汽车零部件是奇瑞汽车直接及间接持有 100%权益的子公司。 

（五）奇瑞商用车 

奇瑞商用车（安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5月 24日，注册资本 200,900

万元，注册地为芜湖市弋江区中山南路 717 号科技产业园 8 号楼，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

配件零售；汽车新车销售；机动车改装服务；集装箱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日用

口罩(非医用)生产；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创业空间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

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二手车经销(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

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道路机动车辆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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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动)。 

奇瑞商用车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2021 年总资产 211.13 亿

元、净资产 15.6亿元、营业收入 148.4亿元、净利润 0.55亿元（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奇瑞商用车是奇瑞控股的全资子公司。 

（六）奇瑞科技 

芜湖奇瑞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11 月 21 日，注册资本 181,155 万

元，注册地为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银湖北路 23号，经营范围：一般项

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

零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自有资金投

资的资产管理服务；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销售；新材料技术

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新能源汽车生产测试设

备销售；国内贸易代理；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软件开发；软件销售；软

件外包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劳务

服务（不含劳务派遣）（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

的项目）。 

奇瑞科技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2021 年总资产 560,055.96

万元、净资产 411,043.68 万元、营业收入 156,529.82 万元、净利润 27,097.83

万元。 

奇瑞科技是奇瑞汽车的全资子公司。 

（七）芜湖达奥 

达奥（芜湖）汽车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达奥”）成立于 2002年

12 月 20 日，注册资本为 10,346.22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安徽省芜湖市经

济技术开发区凤鸣湖南路 6号，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和研发汽车前后端车架

组合,汽车制动器总成,驱动桥总成及其它汽车零部件,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

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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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芜湖达奥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2021年总资产 54,108.93 万

元、净资产 5,417.8万元、营业收入 40,442.72 万元、净利润-4,714.9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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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达奥是奇瑞科技的全资子公司。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预计增加与奇瑞汽车及其关联方发生的交易主要系公司与奇瑞汽车及其

关联方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业务持续增长所致，关联交易内容主要为公司向奇瑞汽车

及其关联方购销商品、接受劳务及销售制动器、电子驻车制动系统、线控制动、ADAS、

轻量化产品、转向器和转向管柱等产品的关联业务。 

（二）定价政策与定价依据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依照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市场价为定价依据。交易各方根

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原则签署交易协议，并保证相互提供的产品价格不显著偏

离市场第三方价格；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付款安排和结

算方式参照行业公认标准或合同约定执行，定价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关联交易协议将由公司与奇瑞汽车及其关联方根据实际情况在预计金额范围

内签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奇瑞汽车及其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

经营的正常需要，且各方将遵循平等互利及等价有偿的定价原则，通过参考市场价

格并公允、合理协商的方式确定关联交易价格。各方的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

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与奇瑞汽车的日常关联交易不影

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奇瑞汽车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12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