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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

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董事雷小阳委托叶正华，李哲委托李卓，黄伟华委托钟田丽，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众华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或其他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

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1.5�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金杯汽车 600609 ST金杯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晓军 孙学龙

电话 024-24815610 024-24803399

传真 024-24163399 024-24163399

电子信箱 stock@syjbauto.com.cn stock@syjbauto.com.cn

1.6�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2015年度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74.68万元，基本每股收益0.03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23.62

亿元，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23.26亿元。 根据《公司章程》中利润分配政策规定，因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负，本年度不进行利润

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是生产和销售轻型卡车及汽车零部件。 主要产品包括金杯系列轻型卡车，本公司亦生

产汽车内饰件、座椅、橡胶件等汽车零部件。

（二）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的具体经营模式为采购、生产、销售、售后服务四个环节。

在采购环节，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汽车零配件及非标准零配件采购由采购管理部统一进行管理。 目前公司已经建

立了完善的原辅材料采购体系，包括合格供应商的选择、日常采购控制以及供应商的监督考核等。 采购部门根据生产部门的月度生产计划

制定采购计划并予以实施。

在生产环节，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采用专业化分工生产模式，主要分为四大工艺：冲压、装焊、涂装和总装。 公司根据市场需求情况，编制

生产计划并组织生产。 质量管理部门负责产品检验和状态标识及可追溯性控制，建立了严格的质量管理系统；设备管理部门负责设备运行

管理与维护。 通过增加设备工装的防错防呆功能，做到安全生产，精益生产。

在销售环节，公司通过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实现公司产品的终端销售。 目前的销售网络的布局合理，经销商具有多年销售经验和技

术水平。

在售后服务环节，本公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产品售后服务标准。 本公司有专门的售后服务部门和售后服务人员。 售后服务主要

通过特约维修站来实现。

（三）2015年行业发展状况简述 公司所处行业为汽车整车行业。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公司所处行业为

“汽车制造业”（C36）中的“汽车整车”（C3610）。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证监会公告[2012]31号），公司所处行业

为“汽车制造业”（C36）。 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收官之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汽车行业

把握发展大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扎实做好各项工作，截止2015年末，国内汽车保有量为1.72亿辆，总体

实现了良好发展，行业整体运行平稳。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10,042,198,880.71 9,290,067,590.37 8.10 7,563,752,253.11

营业收入 4,638,124,331.31 5,146,547,234.84 -9.88 5,690,120,526.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5,746,759.38 -143,005,360.34 17,672,532.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65,851,174.85 -157,961,055.33 -15,909,883.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62,936,777.09 248,158,617.14 5.96 403,898,659.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92,424,684.99 492,329,243.76 -200.02 354,103,499.43

期末总股本 1,092,667,132.00 1,092,667,132.00 1,092,667,132.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3 -0.131 0.0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3 -0.131 0.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3.99 -42.21 4.67

四 2015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341,325,480.13 918,981,234.74 1,064,819,252.54 1,312,998,363.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71,723.46 10,898,761.31 -6,782,755.71 30,659,03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578,939.69 -85,034,289.17 -52,742,833.50 74,504,887.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4,079,032.61 130,150,541.55 5,696,416.26 -254,192,610.19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9,41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8,495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沈阳市汽车工业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

266,

424,

742

24.38 无 国家

沈阳新金杯投资有限公

司

97,983,

033

8.97 无 国有法人

沈阳工业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84,

040,

174

7.69 无 国家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39,609,

569

3.63 无 未知

夏重阳 9,220,000

9,220,

000

0.84 无 未知

费卫 1,134,480

5,229,

000

0.48 无 未知

瓮一峥 5,000,000

5,000,

000

0.46 无 未知

刘国强 3,634,324

3,634,

324

0.33 无 未知

马晓宜 2,865,900

2,865,

900

0.26 无 未知

赵萌 2,598,015

2,598,

015

0.24 无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第一股东为控股股东，第三

股东为公司实质控制人。 （2）、公司第一、二、三股东存在关联

关系，且第一、三股东为一致行动人。 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末， 公司资产总额100.42亿元， 比年初增长8.10%； 利润总额 2.58亿元， 同比增长551.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74.68万元,实现扭亏为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2.63亿元，比年初增长5.9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0.24元，比年

初增长5.96%；基本每股收益0.03元；净资产收益率13.99%；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0.45元。

报告期内，公司整车产量47095辆，同比下降41.12%；整车销量47098辆，同比下降41.15%。

（一）整车销量出现较大幅度下滑

报告期内，公司整车产量47095辆，同比下降41.12%；整车销量47098辆，同比下降41.15%。由于汽车排放法规的不断升级、汽车环保要

求的不断提高，公司整车产品全部升级到国四排放标准后，整车成本大幅上升。 同时受到研发速度和资金紧张等因素的影响，符合市场需

求的产品推出速度较慢，导致公司整车产品销售远高于商用车行业降幅。

针对严峻的市场形势，公司已对销售队伍、销售政策、销售网络进行了调整，强化开发大客户营销，国际市场营销，以达到稳定市场、提

高销量的目的。 一级营销网络总数达到210家，一级服务站总数达到685家，形象店总数达到43家。

（二）推动整车产品研发与改进，努力适应市场的新变化

对研发机构进行了调整，重点强化专业化、系统化设计与管理。 围绕排放标准，进一步优化开发流程，实现研发、生产、销售有效衔接，

促进产品向高技术、高附加值和轻量化转型。 拓宽研发新思路，进行骐运、领驰驾驶室造型升级改进。 完成骐运产品前大灯、格栅镀铬改进

和格栅改款，并通过效果评审和验证。 完成领驰全新造型手工样件制作，正在开发快速成型件。 完成新款大灯全新驾驶室前围造型手工样

件制作。 进行骐运、领驰产品品质提升16项改进。 根据国家排放标准要求，完成全系列产品国Ⅳ升级。 同时，完成了领顺、骐运、运赢三大产

品平台15款车型36种产品国Ⅴ开发。 同步开发了第二批共计12款车型国Ⅴ产品设计和试制。

根据市场需求进行国Ⅳ产品、国Ⅴ产品、电动车产品、低速车产品公告申报和扩展产品公告申报，截止目前公司产品公告达到606种，

其中国Ⅳ产品公告466种、国Ⅴ产品公告36种、低速货车公告98种、电动车公告6种。在电动汽车的开发上，组建了以金杯车辆公司为主体的

新能源汽车事业部，获得新能源电动轻型载货汽车、底盘、专用类厢式运输车产品公告。

（三）零部件产销保持稳定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以拓展市场、加快新产品研发为着力点，以降成本为支撑，推进了零部件产品向高端配套市场转型升级，重点加快

了金杯江森G38座椅、发泡、宝马新5系门板开发速度，完成了F4X座椅及F4X门板、仪表板按照时间节点量产供货，实现了零部件销售收

入、效益的同步增长。 公司零部件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28.4亿元，同比增长3.2%。

（四）推进重点项目、重点工作取得成效

1、金杯车辆公司搬迁改造项目：获得省发改委、省国资委核准批复；2015年6月启动项目建设，现已完成一期厂房桩基工程施工。

2、陕西长庆专用车合资项目：与中国石油天然气运输公司签署增资扩股协议，公司以增资方式成为陕西长庆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控

股股东。

3、华晨汽车金杯（西咸新区）产业园有限公司专用车标准厂房项目：规划占地面积11万平方米，厂房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已完成总

装、焊接、涂装车间及办公楼等配套设施土建施工，目前正在进行设备安装。

4、组建金杯车辆公司如皋分公司项目：与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资产转让协议》；完成2亿元资产接收及“分

公司”注册。

5、宝马零部件配套业务引进取得进展。 由金杯江森公司和上海延峰江森公司共同出资收购了沈阳施尔奇公司，为获得华晨宝马1系、3

系车型新业务提供支撑。

6、沈阳金杯汽车部件产业园有限公司标准厂房项目：年内完成了用地手续的审批，取得了土地证。

7、金杯全球物流沈阳有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和一期注资，由于没有按期取得土地证，相关工程建设尚未开展。

七 2016年经营计划

2016年是实施“十三五”发展规划的开局之年。 新的一年，形势复杂，任务艰巨。 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形势，公司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

新常态，全面完成各项经营指标、各项工作任务，为实现“十三五”发展目标打下良好基础。

（一）2016年经营指标计划

1、生产、销售轻型卡车6万辆。

2、营业收入52亿元。

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

（二）主要工作任务及措施

整车业务：

1、强化市场营销，创新营销思路，力争实现国内市场销售卡车4.5万辆。 创新海外市场营销模式，提升卡车出口销量，全年出口卡车1.5

万辆。 加强营销网络建设，着力提高网络的有效性。 加强服务商新产品技术培训，提升服务商维修能力和服务水平。 继续强化大客户营销,

深入市场分析研究，及时了解城市间物流领域、快递领域的市场需求情况，调整金杯产品市场定位、实施产品改进，拓展产品销售。 大力发

展海外直销业务，对重点市场经销商给以政策支持，扩大出口市场销量。 建立销售网络和电子商务平台，用创新的思维改变传统的营销模

式，强化实体销售与网络销售的互补。

2、加快金杯车辆公司搬迁改造进程，重点完成厂房主体、设备基础、动力站房、厂区管网工程建设，力争年底前厂房实现暖封闭，并进

行工艺设备安装，为2017年投入生产创造条件，为整车业务升级打好基础。

3、加快如皋分公司和长庆专用车公司建设，构筑长三角区域微型车基地，构筑西北区域专用车基地，形成新的产销增长点。

4、继续对新开发的符合国五排放标准的车型进行产品的升级和改进。 加快新产品的开发力度和速度，促进产品研发向高技术、高附加

值、轻量化方向转型升级，强化系列产品的多样性，为今后全面实施新排放标准做好产品储备。 完善电动商用车的改进和试制，增加电动商

用车品种，为产品的批量生产和销售做好准备。 要统筹规划、精心安排、合理部署，全力做好国Ⅴ系列产品试验、认证和公告申报工作，为市

场销售创造有利条件。

零部件业务：

推进零部件产品向高端配套市场转型升级。 扩大整车配套市场销量，重点研发华晨宝马零部件新产品，努力拓展宝马新业务。 对于原

有的零部件企业，力争通过合资合作的方式，提升产品的研发和制造水平。 不断提升汽车内饰、座椅及零部件的研发和制造能力，进一步提

高零部件产品的盈利能力。

金杯江森启动宝马新五系的门板、仪表板的投产准备，F49仪表板业务力争5月份投产。 同时积极争取G38座椅业务。

八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7.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不适用

7.4 董事会、监事会对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一、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

及事项的基本情况 强调事项的具体内容如下:"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虽然贵公司已在附注中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但持续

经营能力仍然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

二、注册会计师对该事项的基本意见

上述强调事项已在2015年度财务报表附注中进行了披露，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露的规定。

三、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的意见

我们一致认为，对众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15年度审计报告无异议，其公正的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四、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公司将认真面对所处的困境，以提升产品品质、强化市场营销、加快项目建设为重点，实现盈利平稳增长，2016年公司拟采取下列措施

改善持续经营能力：

整车业务：

1、强化市场营销，创新营销思路，力争实现国内市场销售卡车4.5万辆。 创新海外市场营销模式，提升卡车出口销量，全年出口卡车1.5

万辆。

2、加快金杯车辆公司搬迁改造进程，重点完成厂房主体、设备基础、动力站房、厂区管网工程建设，力争年底前厂房实现暖封闭，并进

行工艺设备安装，为2017年投入生产创造条件。

3、加快如皋分公司和长庆专用车公司建设，构筑长三角区域微型车基地，构筑西北区域专用车基地，形成新的产销增长点。

4、统筹规划、合理部署，全力做好国Ⅴ系列产品试验、认证和公告申报工作，为市场销售创造有利条件。

5、继续推进零部件产品向高端配套市场转型升级。金杯江森启动宝马新五系的门板、仪表板的投产准备，F49仪表板业务力争5月份投

产。 同时积极争取G38座椅业务。 通过不断提升汽车内饰、座椅及零部件的研发和制造能力，进一步提高零部件产品的盈利能力。

九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本企业持股比

例(%)

资产总额 净资产 净利润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100 687,346 19,344 -7,962

沈阳金杯江森自控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 50 190,055 69,329 33,243

铁岭华晨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95 52,323 10,189 -261

上海敏孚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51 26,101 9,484 1,141

沈阳金亚汽车传动轴有限公司 30.16 13,201 9,253 -1,146

沈阳金杯恒隆汽车转向系统有限公司 30 26,346 13,129 1,352

对利润影响较大的控股参股公司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本期贡献投

资收益

占归属于母

公司净利

润%

沈阳金杯江森自控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 200,497 37,217 33,243 16,622 464.94%

上海敏孚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28,522 1,550 1141 581.91 16.28%

金杯物资总公司 9,269 1,362 1362 1362 38.10%

沈阳金杯恒隆汽车转向系统有限公司 20,712 1,496 1,352 405.6 11.35%

沈阳金杯广振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21,834 2,106 1,780 398.72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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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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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16年3月24日以送达书面通知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之后电话确认。

（三）本次会议于2016年3月29日上午10时，在华晨集团111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四）会议应出席董事12名，董事雷小阳委托叶正华，李哲委托李卓，黄伟华委托钟田丽，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其他董事出席董事

会会议，实际表决董事12名。

（五）祁玉民董事长主持会议，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董事会报告》，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弃权0票，反对0票。

2、审议通过了《201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

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的《摘要》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弃权0票，反对0票。

3、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1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弃权0票，反对0票。

4、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

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2015年度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74.68万元，基本每股收益0.03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23.62亿

元，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23.26亿元。 根据《公司章程》中利润分配政策规定，因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负，本年度不进行利润

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弃权0票，反对0票。

5、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2015年度及预计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

关联董事祁玉民、刘鹏程、刘同富、王世平、雷小阳、叶正华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票，弃权0票，反对0票。

详见当日公司2016-013号公告。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度新增贷款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

关联董事祁玉民、刘鹏程、刘同富、王世平、雷小阳、叶正华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票，弃权0票，反对0票。

详见当日公司2016-014号公告。

7、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2016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弃权0票，反对0票。

详见当日公司2016-015号公告。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16年度公司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

公司拟继续聘请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16年财务报告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2016年度财务审计费为200万元，

公司不承担其差旅费用。

公司拟继续聘请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6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2016年度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70

万元，公司不承担其差旅费用。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弃权0票，反对0票。

9、审议通过了《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说明的议案》。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董事会认为，对众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15年度审计报告无异议，其公正的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公司将认真面对所处的困境，采取措施努力改善本公司的盈利能力和财务状况。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弃权0票，反对0票。

10、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弃权0票，反对0票。

11、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弃权0票，反对0票。

12、听取了《公司2015年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向董事会递交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该报告对2015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及表决情况、发表独立意见及保护社

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

独立董事将在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2016年4月21日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上述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弃权0票，反对0票。

详见当日公司2016-016号公告。

特此公告。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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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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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第七届第十次会议通知于2016年3月24日以送达书面通知或传真方式发出，之后

电话确认。 本次会议于2016年3月29日上午11时在华晨集团111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实际表决监事3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于淑君主持。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全体监事审议表决，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如下

议案：

一、《2015年度监事会报告》

二、《201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三、《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1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四、《关于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说明》

五、《关于续聘2016年度公司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六、《2015年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监事会同意将上述一、二、三、五项议案提交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时，监事会对公司2015年有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1、监事会对公司依法运作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列席了公司股东大会会议和各次董事会会议，对公司的决策和运作情况进行了监督。 监

事会认为，本年度公司各项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内控制度完善，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没有违反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行为发生，也没有滥用职权、损害股东和公司利益的行为。

2、监事会对《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的审核意见及检查公司财务情况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审核了《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监事会认为，《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内容真实、准

确。

报告期内，监事会审核公司年度、半年度、季度财务报告及其它有关财务文件。 监事会认为，本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告

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内容真实、准确。

特此公告。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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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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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6年4月21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6年4月21日 14�点 30分

召开地点：沈阳市大东区东望街39号，华晨集团111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6年4月21日

至2016年4月21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

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15年度董事会报告 √

2 2015年度监事会报告 √

3 201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4 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1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5 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 关于追加2015年度及预计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7 关于新增2016年度贷款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

8 关于控股子公司2016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

9 关于续聘2016年度公司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注：会议还将听取公司《2015年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2016年3月31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7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6、7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沈阳市汽车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沈阳新金杯投资有限公司。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

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

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

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

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609 金杯汽车 2016/4/15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2016年4月18日上午九时至十二时、下午一时至四时。

六、 其他事项

（一）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

（二）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三）联系办法：

电话：（024）24803399

传真：（024）24163399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万柳塘路38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特此公告。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3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6年4月21日召开的贵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15年度董事会报告

2 2015年度监事会报告

3 201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4 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1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5 201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关于追加2015年度及预计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7 关于新增2016年度贷款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8 关于审议控股子公司2016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9 关于续聘2016年度公司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

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股票代码：

600609

股票简称：金杯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16-014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

2016

年度贷款额度及提供

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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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担保均有反担保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本次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2016年企业生产经营发展的需要，提出本年度公司新增借款和借款展期、对下属子公司担保及对外担保的计划。

一、2016年预计增加借款及展期贷款情况

公司2016年度预计新增银行贷款总额不超过47,000万元，预计办理转期贷款304,550万元，共计 351,550万元。

表1：2016年预计增加借款和展期贷款情况表 单位：万元

贷款单位 新增贷款金额 办理转期

金杯车辆 16,000 200,920

铁岭华晨 10,000 10,500

金杯江森

公司本部 8,000 85,630

金杯物资 5,000 7,500

金杯(西咸新区)产业园 8,000

合计 47,000 304,550

二、2015年提供担保情况

截止2015年12月31日，公司内部企业之间担保总额为253,050万元。其中，公司本部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216,920万元；铁岭华晨为

金杯车辆提供担保20,000万元；沈阳金晨汽车技术开发有限公司（金晨技术）为金杯车辆提供担保3,000万元；金杯车辆分别为公司本部

和铁岭华晨提供担保6,130万元和7,000万元 。 (明细见附件1)

截止2015年12月31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43，500万元。其中，金杯车辆、金杯汽车共同为沈阳金发汽车钢圈制造有限公司担保37,500

万元，共同为沈阳金杯汽车模具制造有限公司担保6,000万元，共同为华晨汽车（铁岭）专用车有限公司担保17,000万元，共同为沈阳金杯

恒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担保2,000万元。 (明细见附件2)

表2：2015年内部互保明细表

单位：万元

担保单位

被担保

单位名称

公司本部 金杯车辆 铁岭华晨 金晨技术 合计

公司本部 6,130 6,130

金杯车辆 210,920 20,000 3,000 233,920

铁岭华晨 3,500 7,000 10,500

金杯物资 2,500 2,500

合 计 216,920 13,130 20,000 3,000 253,050

三、2016年公司预计提供担保情况

2016年公司、企业内部之间预计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292,050� � � � � � � � �万元，其中：253,050万元为上年度担保余额，预计新增对金

杯车辆担保16,000万元，对金杯物资担保5,000万元，对铁岭华晨担保10,000万元，对金杯(西咸新区)产业园担保8,000万元。

四、2016年公司预计对外担保情况

2016年公司预计对外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157,000万元，其中：公司及下属公司预计与金发钢圈签订互保协议金额45,000万元，与金

杯模具签订互保协议金额10,000万元，与金杯恒瑞(参股公司)签订互保协议金额2,000万元，与铁岭专用车签订互保协议金额30,000万

元，与金杯进出口签订互保协议金额10,000万元，共计 97,000万元。 2016年公司继续与兴远东签署互保协议金额60,000万元。

表3：2016年预计对外担保 单位：万元

担保单位

被担保单位

金杯车辆 金杯汽车

金发钢圈 25,000 20,000

金杯模具 6,000 4,000

兴远东 60,000

金杯恒瑞 500 1,500

铁岭专用车 9,000 21,000

金杯进出口 10,000

合计 40,500 116,500

五、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司(金杯车辆)

注册地址：沈阳市东陵区方南路6号

法定代表人：刘鹏程

注册资本：肆亿元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汽车制造、汽车改装、汽车技术研究、开发及咨询服务；汽车设计、汽车零部件开发、生产、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

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截止2015年12月31日，金杯车辆总资产687,346万元，总负债668,002万元，净资产19,344万元，2015年实现销售收入203,986万元。

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为其担保累计金额210,920万元人民币。控股子公司铁岭华晨为其担保20,000万元人民币。控股子公

司金晨技术为其担保3,000万元。其中，为金杯车辆向吉林银行沈阳分行申请人民币2亿元的贷款提供担保，保证方式是以公司所持金杯车

辆90%股权做质押的连带责任担保，公司保证借款人依约履行合同。

2、被担保人名称：铁岭华晨橡塑制品有限公司(铁岭华晨)

注册地址：铁岭市银州区江工街78号

注册资本：7,404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鹏程

与公司关系：公司控股95%的子公司

经营范围：橡胶、塑料及复合制品的开发、设计、生产制造、装配、销售、代理、技术咨询、服务；汽车、汽车零配件及相关产品的开发、设

计、销售代理咨询服务。

截止2015年12月31日，铁岭华晨总资产52,323万元，总负债42,134万元，净资产10,189万元，2015年实现销售收入18,641万元。被担

保人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为其担保3,500万元人民币。 金杯车辆为其担保7,000万元人民币。

3、被担保人名称：金杯汽车物资总公司（金杯物资）

注册地址：沈阳市和平区桂林街69号

注册资本：6,909万元

法定代表人：关志新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主营汽车工业所需物资的供应，调拨、商业经纪。 兼营机电产品，化工原料、建筑材料、劳务、金属材料、汽车（不含小轿车）、

物资仓储（易燃品除外）、代办铁路运输；房屋租赁；板材加工。

截止2015年12月31日，金杯物资总资产24,985万元，总负债40,165万元，净资产-15,180万元，2015年实现销售收入9,269元。被担保

人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为其担保2,5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4、被担保人的名称：沈阳金杯汽车模具制造有限公司（金杯模具）

注册地点：沈阳市于洪区沈大路83号

注册资本：2，99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杜宝臣

与公司关系：公司非关联方

经营范围：模具设计、制造，汽车零部件制造；机床零部件、冲压件、标准件加工、制造、销售。

截止2015年12月31日，金杯模具总资产25,435万元，总负债21,978万元，净资产3,457万元，2015年实现销售收入16,589万元。

5、被担保人的名称：沈阳金发汽车钢圈制造有限公司（金发钢圈）

注册地点：沈阳市皇姑区塔湾街18号

注册资本：1,75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杜宝臣

与公司关系：公司非关联方

截止2015年12月31日，金发钢圈总资产97,340万元，总负债 73,848万元，净资产23,492万元，2015年实现销售收入61,653

万元。

6、被担保人的名称:沈阳金杯恒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金杯恒瑞)

注册地点:沈阳市沈河区万柳塘路38号

注册资本:贰仟捌佰肆拾壹万元

法人代表:许晓敏

与公司关系:关联方

截止2015年12月31日,金杯恒瑞总资产6,041万元,总负债 3,500万元,净资产2,541元,2015年实现销售收入2,261万元。

7、被担保人的名称:华晨汽车(铁岭)专用车有限公司(铁岭专用车)

注册地点:铁岭经济开发区辽宁专用车生产基地和谐大街10号

注册资本:壹亿元

法人代表:刘鹏程

与公司关系:关联方

截止2015年12月31日,铁岭专用车总资产72,118万元，总负债58,051万元，净资产14,067万元，2015年实现销售收入65,679万元。

8、被担保人的名称:沈阳金杯进出口有限公司(金杯进出口)

注册地点: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央大街18号

注册资本:伍佰万元

法人代表:单龙

与公司关系:�公司非关联方

截止2015年12月31日,金杯进出口总资产128,487万元，总负债126,446万元，净资产2,041万元，2015年实现销售收入46,992万元。

9、被担保人的名称：沈阳兴远东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兴远东）

注册地点：沈阳高新区浑南产业区55号

注册资本：壹亿伍千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祁玉民

与公司关系：公司关联方

经营范围： 驱动桥总成、 变速器、 内饰件及汽车关键零部件的生产销售。 截至2015年12月31日， 其总资产583,226万元， 总负债

142,838万元，2015年实现销售收入96,995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董事长祁玉民先生同时担任兴远东董事长，本公司董事刘鹏程同时担任铁

岭专用车董事长，本公司与兴远东和铁岭专用车构成关联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金杯车辆持有金杯恒瑞34.35%股份，本公司与金杯恒瑞构

成关联关系。

为提高银行贷款审批效率，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上述相应贷款及担保额度内的每笔贷款业务。 相应贷款及担保额度的

有效期自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附件1：内部互保明细

附件2：对外担保明细

特此公告。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附件1：2015年内部互保明细

担保单位

被担保单位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发生日期(协议签署日)

担保是

否履行

完毕

铁岭华晨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10,000.00 15.12.22-16.06.21 否

铁岭华晨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10,000.00 15.07.02-16.07.01 否

沈阳金晨汽车技术开发有限公

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3,000.00 15.02.27-16.02.24 否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铁岭华晨橡塑制品有限公

司

4,000.00 15.12.04-16.06.04 否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铁岭华晨橡塑制品有限公

司

3,000.00 15.08.26-16.02.26 否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320.00 15.12.21-16.12.20 否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980.00 15.06.21-16.06.21 否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4,830.00 15.06.21-16.06.21 否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铁岭华晨橡塑制品有限公

司

3,500.00 15.06.17-16.06.17 否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金杯汽车物资总公司 2,500.00 15.12.25-16.06.25 否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5,500.00 15.06.17-16.06.17 否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4,000.00 15.09.11-16.03.11 否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2,000.00 15.08.26-16.02.26 否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2,000.00 15.09.08-16.03.08 否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4,500.00 16.12.08-16.06.08 否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5,420.00 15.12.03-16.06.03 否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12,000.00 15.11.27-16.11.17 否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8,000.00 15.12.01-16.12.01 否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5,000.00 15.06.04-16.06.03 否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5,000.00 15.10.22-16.10.21 否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10,000.00 15.06.08-16.06.07 否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7,350.00 15.11.30-16.05.30 否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3,000.00 15.10.20-16.04.20 否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2,650.00 15.07.17-16.01.17 否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2,000.00 15.09.24-16.03.24 否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5,000.00 15.07.07-16.01.07 否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12,000.00 14.03.26-17.03.26 否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8,000.00 14.03.26-17.03.26 否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17,000.00 15.09.29-17.09.28 否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23,000.00 15.09.29-17.09.28 否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6,500.00 15.12.04-16.06.04 否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5,000.00 15.08.20-16.02.20 否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5,000.00 15.09.21-16.03.21 否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3,500.00 15.09.29-16.03.29 否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2,500.00 15.11.05-16.11.05 否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10,000.00 15.12.22-16.06.21 否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10,000.00 15.07.02-16.07.01 否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5,000.00 15.09.06-16.03.06 否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5,000.00 15.09.10-16.03.10 否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3,000.00 15.11.17-16.05.17 否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4,000.00 15.11.20-16.05.20 否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3,000.00 15.11.10-16.05.10 否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5,000.00 15.09.01-16.03.01 否

附件2：2015年对外担保明细

担保单位

被担保单位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

日

担保到期

日

担保是

否履行

完毕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

公司

沈阳金发汽车钢圈制造有限公司 3,000.00 15.02.05 16.02.05 否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

公司

沈阳金发汽车钢圈制造有限公司 500.00 15.03.23 16.03.23 否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

公司

沈阳金发汽车钢圈制造有限公司 1,500.00 15.11.10 16.11.10 否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

公司

沈阳金发汽车钢圈制造有限公司 1,500.00 15.11.10 16.11.10 否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

公司

沈阳金发汽车钢圈制造有限公司 4,000.00 15.03.26 16.03.26 否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

公司

沈阳金发汽车钢圈制造有限公司 7,000.00 15.05.28 16.05.28 否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

公司

沈阳金杯汽车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3,500.00 15.03.27 16.03.27 否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

公司

沈阳金杯汽车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1,500.00 15.11.09 16.09.09 否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

公司

沈阳金杯汽车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500.00 15.11.09 16.11.09 否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

公司

沈阳金杯汽车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500.00 15.11.09 16.11.09 否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发汽车钢圈制造有限公司 500.00 15.10.16 16.04.16 否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发汽车钢圈制造有限公司 1,000.00 15.09.22 16.03.22 否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发汽车钢圈制造有限公司 1,500.00 15.09.22 16.03.22 否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发汽车钢圈制造有限公司 2,000.00 15.09.22 16.03.22 否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发汽车钢圈制造有限公司 2,500.00 15.10.16 16.04.16 否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发汽车钢圈制造有限公司 2,500.00 15.10.15 16.04.15 否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发汽车钢圈制造有限公司 3,000.00 15.08.12 16.02.11 否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发汽车钢圈制造有限公司 5,000.00 15.08.24 16.02.24 否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发汽车钢圈制造有限公司 2,000.00 15.06.26 16.06.26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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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15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

2016

年度投资计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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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公司控股子公司的重点投资计划总金额112,220万元，具体如下：

一、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司搬迁主体厂房建设项目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车辆公司” ）搬迁主体厂房建设项目自启动以来一直有序推进，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详见公告2016-002号）审议通过了车辆公司与东风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签署的《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该合同总金额114,

983.73万元，工期18个月。 2016年，车辆公司搬迁主体厂房建设项目计划投资72,000万元。

二、沈阳金杯江森自控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座椅和内饰项目

沈阳金杯江森自控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2016年计划投资总金额16,467万元，其中内饰项目计划投资12,315万元，座椅项目计划投资

4,152万元。

三、沈阳金杯汽车部件工业园有限公司零部件产业园项目

沈阳金杯汽车部件工业园有限公司2016年计划投资项目建设资金8,423万元，其中零部件产业园东区一期拟投资4,756万元，东区二

期拟投资额为3,667万元。

四、华晨汽车金杯（西咸新区）产业园有限公司专用车标准厂房项目

华晨汽车金杯（西咸新区）产业园有限公司专用车标准厂房项目2016年投资计划13,980万元。

五、陕西长庆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设备采购安装项目

陕西长庆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2016年计划投资1,350万元， 主要用于采购涂装设备、 污水处理设备和废气处理设备及设备的安装工

程。

表1：2016年度投资计划表

单位：万元

子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车辆公司搬迁主体厂房建设项目 72,000

沈阳金杯江森自控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 内饰项目 12,315

沈阳金杯江森自控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 座椅项目 4,152

沈阳金杯汽车部件工业园有限公司 金杯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项目 8,423

华晨汽车金杯（西咸新区）产业园有限公司 专用车标准厂房项目 13,980

陕西长庆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 设备采购及安装 1,350

合计 112,220

特此公告。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

600609

股票简称：金杯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16-013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追加

2015

年度及预计

2016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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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2016年3月2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祁玉民、刘鹏程、刘同富、王世

平、雷小阳、叶正华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为沈阳市汽车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沈阳新金杯

投资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情况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2016年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系根据市场化原则进

行，定价依据公平合理，未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程序合理合法，因此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

公司2015年度计划日常关联采购总额为12.88亿元，实际发生14.02亿元，需追加5.37亿元。 2015年度计划日常销售货物总额39.33亿

元，实际发生28.48亿元，需追加1.67亿元。 详见下表：

2015年采购货物和接受劳务日常关联交易表

单位：万元

子公司名称 预计 实际 追加

绵阳华瑞汽车有限公司 70,400.00 75,809.87 5,409.87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6,420.00 630.11

绵阳华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35,700.00

沈阳金杯恒隆汽车转向系统有限公司 400.00 191.52

沈阳华晨金杯汽车有限公司 50.00

沈阳金杯锦恒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500.00

华晨汽车（铁岭）专用车有限公司 15,000.00 62,071.40 47,071.40

沈阳金杯恒瑞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80.00 27.59

华晨汽车（鹤壁）天马股份有限公司 777.88 777.88

绵阳新晨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200.00 662.30 462.30

合计 128,750.00 140,170.67 53,721.45

2015年销售货物和提供劳务日常关联交易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人 预计 实际 追加

绵阳华瑞汽车有限公司 114,900.00 46,225.06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4,850.00 20,100.34 5,250.34

绵阳华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1,019.37 11,019.37

沈阳华晨金杯汽车有限公司 39,269.00 31,492.15

华晨汽车（铁岭）专用车有限公司 24,005.00 23,780.19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 200,000.00 151,536.11

绵阳新晨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260.00 330.51 70.51

沈阳华晨金东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348.02 348.02

合计 393,284.00 284,831.75 16,688.24

三、预计2016年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结合2016年公司的总体工作安排，预计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采购总额为14.58亿元，日常关联交易销售总额为46.19亿元，具体如下

表：

预计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型

按产品或劳务划

分

关联人 2016年预计

采购货

物和接

受劳务

产品 绵阳华瑞汽车有限公司 40,000

产品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8,000

产品 绵阳华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5,000

产品 沈阳金杯恒隆汽车转向系统有限公司 300

产品 沈阳华晨金杯汽车有限公司 -

产品 沈阳金杯锦恒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

产品 华晨汽车（铁岭）专用车有限公司 70,600

产品 沈阳金杯恒瑞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50

产品 华晨汽车（鹤壁）天马股份有限公司 1,000

产品 绵阳新晨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800

小计 145,750

销售货

物和提

供劳务

产品 绵阳华瑞汽车有限公司 50,000

产品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30,000

产品 绵阳华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0,000

产品 沈阳华晨金杯汽车有限公司 35,000

产品 华晨汽车（铁岭）专用车有限公司 26,000

产品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 190,000

产品 绵阳新晨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400

产品 沈阳华晨金东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500

产品 昆山专用汽车制造厂有限公司 120,000

小计 461,900

四、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介绍：

（1）公司名称：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祁玉民

注册资本：80,000万元

住所：沈阳大东区东望路39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主要经营业务或管理活动:国有资产经营、委托资产经营管理。

（2）企业名称：沈阳华晨金杯汽车有限公司

住所：沈阳大东区东望路39号

法定代表人：祁玉民

注册资本：4.44亿美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设计制造和销售各种轻型客车、轿车及其零部件（含进口件）并提供售后服务；进口或在国内购买所须的生产设备及轻型

客车、轿车零部件，改装各种轻型客车、轿车和开发有关部门技术咨询服务项目，开发与上述经营有关的其他经纪活动。

（3）企业名称：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

住所：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山嘴子路14号 注册资本：15,000�万欧元 法定代表人：吴小安 企业类型：中外合资企业

经营范围：生产宝马汽车及其零部件，销售自己生产的产品及提供售后服务；批发零售零部件及车上用品。

（4）企业名称：绵阳华瑞汽车有限公司

住所：绵阳市仙人路二段六号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汤琪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汽车及汽车配件生产、销售。

（5）企业名称：沈阳金杯恒隆汽车转向器系统有限公司

住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云海路15号

注册资本：6,750万元

法定代表人：谢耀煌

企业类型： 中外合资企业

经营范围：汽车转向器及转向系统部件、汽车零部件生产、制造。

（6）企业名称：沈阳恒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住所：沈阳市沈河区万柳塘路38号

注册资本：2,841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涛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汽车弹簧、汽车配件加工生产（分支加工生产）、销售汽车、技术咨询及售后服务

（7）企业名称：绵阳华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住所：安县花菱镇工业园区

注册资本：1亿元

法定代表人：王运先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设计、开发、制造、销售，机械加工及销售，包装箱生产销售。

（8）公司名称：华晨汽车(铁岭)专用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祁玉民

注册资本：1亿元

住所：辽宁专用车生产基地(铁岭县腰堡镇)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汽车(不含小轿车)销售；汽车零部件制造、销售；技术咨询、服务。

（9）企业名称：绵阳新晨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住所：绵阳高新区永兴工业园

注册资本：2,412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赵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设计、制造内燃机和其它动力机械，销售本公司产品及相关售后服务。

（10）企业名称：沈阳金杯锦恒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住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10甲1号

注册资本：2,7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鹏程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汽车安全气囊及相关汽车零部件设计、制造、销售并对其制造的产品实行售后服务。

（11）企业名称：华晨汽车（鹤壁）天马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鹤壁市鹤淇产业聚集区鹤淇大道中段纬十路

注册资本：1亿元

法定代表人：刘鹏程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特种车改装（不含小轿车），碳素复合材料销售；货车的生产销售。

（12）企业名称：昆山专用汽车制造厂有限公司

住所：周市镇金茂路1288号

注册资本： 5,5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郑钟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自卸车、普通半挂车、罐式车的制造、改装及售后服务；专用汽车的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汽车配件及机械零件加工；汽车

金属容器制造、加工；汽车销售；道路普通货运；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许可经营、禁止经营的除外。

2、关联关系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潜在实际控制人；绵阳华瑞汽车有限公司、绵阳华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昆山专用汽车制造厂有

限公司与本公司关系是同一控制人；沈阳华晨金杯汽车有限公司、沈阳金杯恒隆汽车转向系统有限公司、沈阳恒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沈

阳金杯锦恒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联营公司；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绵阳新晨动力机械有限公司、华晨汽车(铁岭)专用车有

限公司、华晨汽车（鹤壁）天马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关系是同一关键管理人员。

五、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采购货物和接受劳务以及销售货物和提供劳务费日常关联交易定价政策为：以签订购销合同时的公司竞标价格或市场公允价格为基

础，双方协商确定价格。 双方随时根据市场价格变化情况对关联交易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六、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可以充分利用关联方技术优势，产品优势，保持双方之间优势互补，取长补短，保证公司的正常稳定的经

营，以确保公司的整体经济效益。 公司与关联方交易价格依据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确定，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损害到公司

利益和广大股东的利益。 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受到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