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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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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近日，《证券时报》等部分媒体发表了《高管操纵 渤海活塞沦为“代孕妈妈”》

和《渤海活塞高管欲摘牌盟威集团 20%国有股权》，并在网络上进行了转载，引

起了投资者关注，公司现就这些报道澄清说明如下： 

一、传闻情况 

近日，《证券时报》等部分媒体发表了《高管操纵 渤海活塞沦为“代孕妈妈”》

和《渤海活塞高管欲摘牌盟威集团 20%国有股权》，并在网络上进行了转载。 

二、澄清声明 

1、公司与滨州盟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盟威集团”）的关系 

盟威集团成立于 2004年 2 月 2日，现持有注册号为 371627018000785 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李俊杰，注册资本 2,000万元，经营范围为设计、

制造和销售内燃机、压缩机，活塞、活塞摩擦副等零部件，汽车、摩托车铝轮毂

和其他铝合金制品，碳素、碳电极和其他石墨制品、数控机床和其他机床零件，

铝及铝制品，缸套，铝压铸件，耐磨环座；汽车（不含小轿车）、摩托车的销售；

房屋租赁；进出口贸易。盟威集团原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主要是因为公司的原董

事李俊杰、许红岩、胡新民，以及现任董事长林风华（之前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副总经理徐钦友在或曾经在盟威集团任职；同时，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还持有少量盟威集团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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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盟威集团股东会批准（2011年 4月 10日召开），林风华、徐钦友不再担

任盟威集团董事职务；经公司四届十次董事会（2011 年 4 月 6 日召开）及公司

2010年度股东大会（2011年 4 月 28日召开）批准，李俊杰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

公司董事长及董事职务；经公司四届十次董事会（2011 年 4 月 6 日召开）及公

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2011 年 4 月 28 日召开）批准，许红岩因年龄原因不再

担任公司副董事长及董事职务；经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2011 年 4 月 28 日

召开）批准，胡新民因工作原因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根据《公司法》、中国

证监会令第 40 号《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08年修订）》的有关规定，自 2012年 4月 28日起，公司不再与盟威集

团及其下属企业构成关联关系。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与盟威集团之间的关联关系，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及在职员工还对其持有的盟威集团股权进行了清理；2011 年 4 月公司董

事、监事及高管已给滨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不再关联任

职和清退股权承诺函，但因为盟威集团的缘故，直至 2012 年 5 月 7 日，该等人

员才与盟威集团董事长李俊杰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的盟威集团全部股权转

让给李俊杰，该等人员已不再持有盟威集团的股权。 

2、公司与盟威集团的交易情况 

2009 年 3月 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

《关于与滨州盟威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在关联董事李俊杰、

许红岩、林风华、胡新民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公司与盟威集团的关联交

易。 

根据滨州市人民政府城市统一规划，公司将生产经营基地迁至渤海二十一路

盟威制造高新技术工业园，鉴于该等国有土地使用权由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出让给

盟威集团；公司需租赁盟威集团拥有的四宗国有土地的使用权，签署该协议有利

于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租金价格综合考虑了盟威集团取得土地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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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地使用税、租赁期限、折现率等因素，并参考滨州市人民政府公布的滨州

市城区土地级别基准地价的有关规定，确定每年、每平方米租赁价格为 21.86

元；关联交易执行期限自 2009 年 1月 1日至 2011年 12月 31 日。 

2009 年 3月 24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刊载了《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对上述关

联交易进行了披露。2009年 3 月 24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载了《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

告》，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披露。 

2012 年 5 月 4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

购滨州盟威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公司与盟威集团

签署收购土地使用权合同，公司向盟威集团收购了上述租赁的全部土地；公司今

后将不会与盟威集团发生上述土地租赁的交易。 

2012 年 5 月 5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刊载了《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土地使用权公告》，对上述

事项进行了披露。 

3、公司与盟威集团及下属企业的主要交易情况 

 

（1）公司与滨州盟威戴卡轮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盟威轮毂”）的交易情况 

盟威轮毂原为滨州盟威 BBS 轮毂有限公司，2007年 12月变更为滨州盟威戴

交易
方 

交易 
内容 

2009年度 2010年度 2011年度 

交易金额（元） 

占同类

交易金

额比例

（%） 

交易金额（元） 

占同类交

易金额比

例（%） 

交易金额（元） 

占同类

交易金

额比例

（%） 

盟威

轮毂 

销售特

种合金

等 

242,942,767.04 93.86 313,245,374.41 60.47% 382,450,042.46 65.16 

盟威

缸套 

采购原

材料等 
47,248,784.23 5.70 103,751,818.26 9.74 108,673,985.81 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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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轮毂有限公司。变更前注册资本为 1600 万美元，由滨州盟威制造有限公司投

资 41%，香港汽车零件有限公司投资 39%，德国 BBS 公司投资 20%；变更后注册

资本为 2666 万美元，由滨州盟威集团有限公司投资 50%，海通国际投资有限公

司投资 30%，秦皇岛戴卡兴龙轮毂有限公司投资 20%，法定代表人：李俊杰。经

营范围：生产车用铸造铝合金轮毂和其他铝制品，销售公司产品。 

由于公司目前年活塞产能使用液态铝合金 2.5万吨左右，而公司液态合金铝

产能为 5.6万吨，因此公司暂时存在 3.1万吨的富余产能。为充分利用液态铝合

金产能，公司对外销售液态铝合金，一是与盟威轮毂签订了液态铝合金销售合同；

二是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了江苏昆山长发铝业有限公司，公司对其销售液态铝合金

原材料。 

公司与盟威轮毂及江苏昆山长发铝业有限公司的合作，充分利用了公司液态

铝合金产能，同时比公司直接对外出售铝锭节约了铸锭成本，减少了运费开支，

是对公司有利的销售模式。 

由于盟威轮毂生产的轮毂以出口为主，其客户的结算方式为开具期限三到四

个月的信用证结算。因此经双方协商，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双方签

署了《原料供应协议》。协议中规定交易的定价依据为：液态铝合金当月的供应

价格为：（本月 25日单价+上月 26日单价）/2，日报价的标准为：当日上海长江

现货市场价格的均值，若停盘时，按照最近开盘日报价，双方按照此原则确定价

格。 

协议中规定的结算方式为：公司的生产部门应于每月的 26 日前将上月实际

交付盟威轮毂的液态铝合金材料的清单交予盟威轮毂审核，盟威轮毂最迟应于之

后的第三个月的 28 日前，将经公司核实的“该月交付货物”的相应价款支付给

公司。公司与盟威戴卡轮毂的结算周期确定为三个月，从而形成了应收账款占用。 

2011 年，由于滨州盟威戴卡轮毂公司产量大幅提升，月结算金额在 3600万

元以上，按照双方的关联交易协议，截止 2011 年底，公司对滨州盟威戴卡轮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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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应收账款为 0.96亿元。 

（2）公司与滨州盟威斯林格缸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盟威缸套”）的交易

情况 

盟威缸套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美元，由滨州盟威集团有限公司投资 75%，

美国斯林格制造有限公司投资 15%。法定代表人：李俊杰，与本公司构成关联方。

公司经营范围：生产用发动机缸套及其他零部件，销售本公司产品。 

盟威缸套主要生产发动机缸套及其他零部件，公司为了满足生产的需要，向

盟威缸套采购镶环；盟威缸套生产的镶环质量符合公司要求，价格相对较低且距

离公司较近，该关联交易有利于实现公司与盟威缸套的优势互补，满足公司生产

需要。因此经双方协商，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双方签署了《原料供

应协议》。镶环当月的供应价格为：当月均价（当月报价总和/当月报价天数），

主要成分日报价的标准为：镍等有色金属按当日长江现货市场价格的均值+本行

业加工价，若停盘时，按照最近开盘日报价；铁（硅铁、锰铁、烙铁）等按全球

金属网当日价格+本行业加工价，若停盘时，按照最近开盘日报价；双方按照此

原则确定价格。 

2012 年 4 月 9 日，经公司召开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新建 1000万只发动机活塞/3000万只活塞用耐磨镶圈项目》，目前公司控股

子公司淄博渤海活塞有限责任公司正在筹建镶环车间，预计 2013 年 6月可投产，

届时公司将不再向盟威缸套采购镶环。 

4、关于 2011年山东证监局现场检查问题的整改情况说明 

公司已于 2011年 9月 16 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

议并通过了《关于山东证监局现场检查问题的整改报告》，公司已按照相关要求，

对山东证监局现场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完成了整改，相关整改情况如下： 

由于银行对企业贷款实行委托支付及贷款流向管理，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借用盟威斯林格缸套有限公司、滨州盟威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等账户调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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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造成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问题，公司今后将严格按相关规定履行关联交易

行为审议和披露程序，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2009 年 6 月 25 日戴卡轮毂向公司开具了 2000 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由于

是商业承兑，公司拒收，后经协商，由戴卡轮毂贴现并承担贴现利息，由于票据

受让方为本公司，故以本公司名义贴现并汇入公司账户。公司已于 2012 年 9 月

底前注销该账户，公司组织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对《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进行了认真学习，今后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财务核

算。 

公司通过高层调整已与盟威集团独立，工会经费及住房公积金账户已与盟威

集团分离。公司与盟威集团水费 2010 年底已实现各自独立上缴。公司已与滨州

中油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协商，改造了天然气管网，2011 年 9 月 30 日实现了天然

气独立缴费。由于当初用电政策和线路设计的原因，目前盟威集团还只能通过我

公司来上缴电费，对此公司正在积极与滨州市供电公司进行商谈，协调改造现有

线路和调整用电政策，以便实现盟威集团独立缴费。在实现彻底独立缴费前，公

司已与盟威集团拟定协议，要求盟威集团预付费，并核定了设备折旧费和管理费

等费率，收取盟威集团相应费用。 

公司认真对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关于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

度的监管通函》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了学习和整

改，公司已成立专门审计部门，并配备了专职审计人员。公司已于 2011 年 10 月

1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制定了《内部审计制度》。公司已按相

关要求进行了整改，建立健全了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并进行实时监控，及时根

据情况变化进行修订。 

公司独立董事 7.5 万元的年薪标准已经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今后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学习，认真落实各项整改

措施，不断完善公司治理，提高规范运作水平，实现公司的规范、持续、稳定发



证券代码：600960          证券简称：渤海活塞         编号：临 2012-015 

 7 

展。 

5、涂抹历史情况 

盟威集团将公司与其混为一谈，是由于其宣传需要，公司与盟威集团无产权

上的关系，目前也不存在关联任职及关联持股情况。 

6、无土地评估报告事宜 

2012 年 5 月 4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

购滨州盟威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公司与盟威集团

签署收购土地使用权合同，公司向盟威集团收购了上述租赁的全部土地。 

2012 年 5 月 5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刊载了《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土地使用权公告》，对上述

事项进行了披露。土地评估报告未上网披露，公司将于近日将土地评估报告上网

披露。 

7、盟威集团 20%股权转让情况 

盟威集团 20%股权转让系滨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的

20%股权拟挂牌转让。胡新民曾任公司董事，已于 2011年 4月从公司离职，张天

宇曾任公司副总经理，已于 2009 年 4 月从公司离职。公司管理层无参加此次股

权转让认购意向。 

8、《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报刊，本公司发布

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报道传闻的书面材料； 

2、公司董事会的相关说明。 

特此公告。 

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六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