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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增加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作为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伯特利”或“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债项目的保荐机构，负责对伯特利的持续督导工作。根据《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保荐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对公司增加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进行审慎核查，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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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2 月 14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预计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

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和同意的独立意见。董事会对《关于增加预计公司 2022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李中兵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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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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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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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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 4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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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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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瑞商

用车 
10,380.00 7,033.00 11,800.00 

开展以及发生

的交易进一步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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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奇瑞汽车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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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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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

股股东，持有奇瑞科技 100%的股权。 

2、奇瑞新能源 

奇瑞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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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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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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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瑞新能源是奇瑞汽车的控股子公司。 

3、奇瑞河南 

奇瑞汽车河南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3 月 11 日，注册资本 238,512.77 万

元，奇瑞商用车持股比例 84.0679%；该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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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证经营）；旅游观光电瓶车的研发、制造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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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瑞河南为奇瑞控股控制的公司，奇瑞控股为奇瑞汽车的发起人之一。 

4、奇瑞汽车零部件 

芜湖奇瑞汽车零部件采购有限公司成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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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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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持有 100%权益的子公司。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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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

车底盘、重型、中型、轻型汽车、乘用车、面包车系列产品研发、制造、销售；

汽车零部件、总成、汽车辅助材料销售；汽车技术咨询；车辆改装、集装箱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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舱制造；医疗器械研发、生产和销售；口罩研发、生产和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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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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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全资子公司。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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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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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及零部

件产业创业投资,风险投资;普通货物仓储;汽车零部件生产、加工、销售；汽车及

零部件的设计、研发、管理咨询服务；劳务派遣；LED 照明产品研发、生产、销

售；软件开发、销售；汽车装备设计、制造、销售；国内一般商品贸易，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或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和禁止企业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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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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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芜湖达奥 

芜湖达奥成立于 2002 年 12 月 20 日，目前注册资本为 10,346.22 万人民币，

为芜湖奇瑞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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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包括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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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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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芜湖达奥是奇瑞科技之全资子公司。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 1 月修订）》第 6.3.3 条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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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及其一致行动人”规定的

关联关系情形，截至 2022 年 12 月 14 日，奇瑞科技持有公司 15.45%的股份，为

公司的关联法人。奇瑞汽车持有公司股东奇瑞科技 100%的股权，奇瑞控股为奇

瑞汽车的发起人之一。因此，公司认定奇瑞汽车、奇瑞新能源、奇瑞河南、奇瑞

汽车零部件、奇瑞商用车及芜湖达奥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履约能力分析 

奇瑞汽车及其关联方财务及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日常交易

中均能履行合同约定，不会给公司带来不利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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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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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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增加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主要系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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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

该等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的经营销售业务，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交易条件

公平、合理，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经双方充分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合理、

公允，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同意将《关于增加预计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意见 

 我们听取了公司相关人员对补充预计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

报告，并经充分讨论认为： 

我们听取了公司相关人员对增加预计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报

告，并经充分讨论认为：公司增加预计的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属于公司

正常的经营销售业务，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交易条件公平、合理，交易价格

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经双方充分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合理、公允，不影响公司的

独立性，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加预计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并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伯特利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有关增加预计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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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均明确发表独立意见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上述增加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综上，保荐机构对伯特利增加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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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

统股份有限公司增加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蔡虎  俞君钛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2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