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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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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2017 年度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

董事林风华、季军、韩永贵、尚元贤、陈宝、闫小雷、高月华在对本议案进行表

决时应予回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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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

定价方式 

关联交易

内容 
2017 度  备注 

北京亚太汽车底盘系统有限公司 市场价 销售轮毂 12,752,756.11  

北京宝沃汽车有限公司 市场价 销售活塞 2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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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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福田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市场价 销售活塞 15,000,000  

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

司 
市场价 销售轮毂 79,856.65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价 销售轮毂 6,388,858.06  

北京汽车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市场价 

销售活塞及

发动机部件

等 

187,840,000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福田发动机厂 
市场价 销售活塞 15,000,000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多功能汽车厂 
市场价 销售活塞 3,000,000  

合计   264,061,470.82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方 
关联交

易类型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关联交易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额

的比例(%) 

北京亚太汽车底盘系统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 销售轮毂 市场公平定价

原则 

12,621,074.31 0.76 

北京宝沃汽车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销售活塞 市场公平定价

原则 

10,888,176.50 0.66 

北京福田康明斯发动机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 销售活塞 市场公平定价

原则 

114,719.01 0.01 

江西昌河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销售活塞 市场公平定价

原则 

115,732.91 0.01 

海纳川广州汽车部件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 销售轮毂 市场公平定价

原则 

3,402.30 0.00 

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

限公司 

销售商品 销售轮毂 市场公平定价

原则 

120,360.96 0.01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销售轮毂 市场公平定价

原则 

9,067,517.85 0.55 

北汽泰普越野车科技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 销售轮毂 市场公平定价

原则 

551,426.00 0.03 

北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销售轮毂 市场公平定价

原则 

61,654.50 0.00 

株洲北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销售轮毂 市场公平定价

原则 

32,048.00 0.00 

北京汽车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销售活塞、发动

机部件等 

市场公平定价

原则 

10,929,569.58 0.66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销售活塞 市场公平定价

原则 

58,761.13 0.00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福田发动机厂 

销售商品 销售活塞 市场公平定价

原则 

11,326,112.80 0.68 



证券代码：600960          证券简称：渤海活塞        公告编号：2017-013 

 3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多功能汽车厂 

销售商品 销售活塞 市场公平定价

原则 

742,760.89 0.04 

合计    56,633,316.74 3.41 

公司 2016 年 12 月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收购海纳川滨州发动机部件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和泰安启程车轮制造有限公司 49%的股权，导致 2016 年度公司关联

交易方和金额大幅增加。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纳川”） 

1、基本情况介绍 

法定代表人：韩永贵 

注册资本：246808.5034 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住所：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北京采育经济开发区育隆大街 6 号 

经营范围：以下项目仅限分公司经营：制造及装配汽车零部件（不含表面处

理作业）；普通货运；销售汽车配件；投资及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培训；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

出口；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海纳川为公司控股股东。 

（二）北京亚太汽车底盘系统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介绍 

法定代表人：杜斌 

注册资本：8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北京采育经济开发区育隆大街 2 号 

经营范围：生产、制造各类汽车制动系统产品、汽车车桥、变速齿轮等各类

汽车底盘系统零部件及模块；普通货运（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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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月 16 日）；研发各类汽车制动系统产品、汽车车桥、变速齿轮等各类汽车底

盘系统零部件及模块；销售汽车零部件、机电设备及配件、电子电器产品、金属

材料、化工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建筑材料；技术开发；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北京亚太汽车底盘系统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海纳川的控股子公司。 

（三）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汽车”）   

1、基本情况介绍 

法定代表人：徐和谊 

注册资本：759533.8182 万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顺通路 25 号 5 幢 

经营范围：制造汽车及零部件、配件；销售自产产品；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设备安装；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北京汽车为公司股东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汽集团”）的控

股子公司。 

（四）北京汽车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介绍 

法定代表人：陈桂祥 

注册资本：147619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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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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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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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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北京汽车动力总成有限公司为北京汽车的全资子公司。 

（五）北京宝沃汽车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介绍 

法定代表人：UlrichWalker 

注册资本：300000 万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密云区西统路 188号 

经营范围：制造汽车（含轿车）；生产发动机；销售汽车、汽车零部件；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北京宝沃汽车有限公司为公司股东北汽集团控股子公司北汽福田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六）北京福田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介绍 

法定代表人：王美臣 

注册资本：228800 万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沙阳路 15-1 号 

经营范围：生产柴油发动机及其零部件；销售柴油发动机及其零部件；仓储

服务；商务咨询服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北京福田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为公司股东北汽集团控股子公司北汽福田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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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福田发动机厂 

1、基本情况介绍 

负责人：包树楠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沙阳路老牛湾村 25号楼 

经营范围：普通货运；委托制造发动机；销售发动机；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福田发动机厂为公司股东北汽集团控股子

公司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 

（八）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多功能汽车厂 

1、基本情况介绍 

负责人：陶中华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 

住所：潍坊高新区樱前街以北高六路以西 

经营范围：制造汽车（不含小轿车）(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销售汽车、

发动机；技术开发；国家允许的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贸易。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多功能汽车厂为公司股东北汽集团控股子

公司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 

 

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关联方在与本公司长期的业务协作配套关系中，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基本上不会形成本公司的坏账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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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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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作为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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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公司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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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原则均是依据市场价进行

定价，对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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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事前就上述涉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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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董事分别作了回避表决，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没有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 

六、备查文件 

1、公司六届十五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