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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董事长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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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副董事长卢建之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卢

建之先生由于个人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和董事职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卢建之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谨向卢建之先

生担任副董事长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9年3月8日，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陈焕龙先生为

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董事会选举陈焕龙先生担任公司副董事长，任期同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对

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陈焕龙先生：1970年生，天然气加工学士、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 具有长达二十多年丰

富的油气田勘探、开发生产及工程建设经验、海外勘探开发与生产管理经验。 1999-2003年，任中国石油

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石油” )吐哈油田丘东采油厂厂长兼党委书记；2003-2005年，任中石

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印尼项目副总经理；2005-2011年，任中石油尼罗河公司苏丹六区副总经理、安全

总监、党总支书记兼中石油尼罗河公司管道部经理；2011-2013年，历任中石油尼罗河公司苏丹37区项

目联合作业公司(PDOC)勘探开发总经理、项目副总经理、党总支书记；2013-2018年，任中石油尼罗河

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党工委常委)、同时先后兼任苏丹6区项目总经理和作业公司Petro-Energy总

裁、苏丹124区总经理和作业公司GNPOC总裁。 2018年9月8日加入洲际油气，任公司执行总裁；2018年

12月7日起任公司董事；2019年2月15日起任公司总裁。

特此公告。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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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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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于2019年3月8日以现

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应参加会议的董事6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6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与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主持，与会董事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

议：

一、关于选举陈焕龙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

事规则》及其他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选举陈焕龙先生为副董事长，任期同第十一届董事会。简历详见附

件。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关于选举郭沂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郭沂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同第十一届董事会。 简历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该事项需经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聘任谈煊女士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

同时根据公司总裁陈焕龙先生的提名，并经过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谈煊女

士为公司副总裁，任期同第十一届董事会。 简历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四、关于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兹定于2019年3月26日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关于选举郭沂先生为公司董

事的议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9日对外披露的《关于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特此公告。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3月8日

附件：简历

陈焕龙先生：1970年生，天然气加工学士、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 具有长达二十多年丰

富的油气田勘探、开发生产及工程建设经验、海外勘探开发与生产管理经验。 1999-2003年，任中国石油

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石油” )吐哈油田丘东采油厂厂长兼党委书记；2003-2005年，任中石

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印尼项目副总经理；2005-2011年，任中石油尼罗河公司苏丹六区副总经理、安全

总监、党总支书记兼中石油尼罗河公司管道部经理；2011-2013年，历任中石油尼罗河公司苏丹37区项

目联合作业公司(PDOC)勘探开发总经理、项目副总经理、党总支书记；2013-2018年，任中石油尼罗河

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党工委常委)、同时先后兼任苏丹6区项目总经理和作业公司Petro-Energy总

裁、苏丹124区总经理和作业公司GNPOC总裁。 2018年9月8日加入洲际油气，任公司执行总裁；2018年

12月7日起任公司董事；2019年2月15日起任公司总裁。

郭沂先生：1968年生，博士，高级工程师。 1998年3月-1999年11月在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

担任中哈管道可行性研究项目经理，1999年11月-2005年2月先后担任中油阿克纠宾油气股份公司销售

处副处长、处长、副总经理，Sinooil公司董事长。 2005年9-月2007年9月任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公

司销售采办部副总经理。 2007年9月-2012年1月任中油国际（PK）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PKOP炼厂

副总经理、PK贸易公司总经理，同时兼任中国石油哈萨克斯坦公司副总经济师、油品销售部经理。 2012

年1月-2016年10月任中哈管道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石油哈萨克斯坦公司副总经济师，受聘中国石油

集团公司市场营销管理专家；2016年11月27日起任公司副总裁。

谈煊女士：1982年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学士、金融学硕士。长期从事资本市场行业和公司研究工

作，主导和参与了多宗境内外并购交易，具有丰富的并购重组和产业研究经验。 先后任职于国信证券经

济研究所、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曾获新财富最佳分析师等多个奖项。2014年加入洲际油气，曾任董事长

助理等职；2017年11月起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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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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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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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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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26日15点 00分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一路1001号富德生命保险大厦1106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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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26日

至2019年3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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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选举郭沂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议案1已经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9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洲

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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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

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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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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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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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759 洲际油气 2019/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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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符合会议出席条件的股东可于2019年3月22日和2019年3月25日 (上午9:30-11：30， 下午13:

00-15:00） 到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一路1001号富德生命保险大厦1106公司会议室公司会务组办理登记

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股东大会会务组联系方式： 电话：0755-83251352；

0898-66787367�传真：0755-83251352；0898-66757661。

2、符合会议出席条件的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代表出席本次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书及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由非法定代表人代表出席本

次会议的，出席人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代表签署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加盖公司公章和法人代表私

章）。

3、符合会议出席条件的社会公众股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他人代

理出席的，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亲笔签署的授权委托书。

六、其他事项

1、 与会股东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2、 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另行进行。

特此公告。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8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3月26日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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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选举郭沂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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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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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2

月主要生产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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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生产经营数据

项目 2019年2月

比去年同期增减

2019年累计

比去年同期增减

绝对数 相对数 绝对数 相对数

运量（吨） 983,702 -365,631 -27.1% 2,307,755 -236,818 -9.3%

周转量（千吨海

里）

6,188,611 -161,436 -2.5% 13,756,408 1,239,839 9.9%

营运率（％） 99.6 增加0.0个百分点 0.0% 99.8 增加0.6个百分点 0.6%

航行率（％） 54.8 减少2.1个百分点 -3.7% 56.1 增加1.5个百分点 2.7%

载重率（％） 53.6 增加2.7个百分点 5.3% 50.5 减少1.9个百分点 -3.6%

燃油单耗 (千克/千

吨海里）备注1

3.79 0.04 1.1% 3.72 -0.08 -2.1%

二、各船型运量数据 （单位：吨）

项目 2019年2月

比去年同期增减

2019年累计

比去年同期增减

绝对数 相对数 绝对数 相对数

多用途船 461,324 -446,275 -49.2% 1,215,200 -471,174 -27.9%

重吊船 191,488 19,571 11.4% 409,356 141,071 52.6%

半潜船 30,086 16,405 119.9% 71,898 28,236 64.7%

汽车船 25,613 -18,820 -42.4% 85,978 -21,490 -20.0%

木材船 113,929 33,567 41.8% 226,185 46,569 25.9%

沥青船 161,262 29,921 22.8% 299,138 39,970 15.4%

合计 983,702 -365,631 -27.1% 2,307,755 -236,818 -9.3%

三、备注

1、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源自公司内部统计，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以上生产数据统计口径均按已完航次；

3、相关航运指标释义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三月九日

附件：相关航运指标释义

1.运量： 指船舶运输货物数量；

2.周转量： 指船舶运输的货运量与相应的运输距离的乘积；

3.营运率： 指一定历期内船舶从事营运的时间占总航次时间的百分比；

4.航行率:�指一定历期内船舶航行的时间占营运时间的百分比；

5.载重率:�指船舶在一定的行驶距离内船舶定额吨位的平均利用程度；

6.燃油单耗:�指船舶在报告期内每船舶吨位海里所消耗的燃油数量；

7.营运时间：指船舶总航次时间中，技术状况完好可以从事货物运输工作的时间，它等于船舶总时间减去船舶不能从

事生产的非营运时间（如：修理、待修及为修理进出船厂的航行时间,�待报废时间，航次以外检修和洗炉时间）；

8.航行时间：指船舶从离开港口码头或锚地,�浮筒解去最后一根缆绳时起，至到达港靠码头或锚地，浮筒带上第一根

缆绳时止的航行时间；

9.停泊时间：指船舶在运输生产过程中，因各种原因在港口或途中全部停泊时间， 包括生产性，非生产性和其他原因

停泊时间。

证券代码：

601966

证券简称：玲珑轮胎 公告编号：

2019-021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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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用于塞尔维亚项目建设的议案》，同意玲珑国际轮胎（泰

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国公司” ）以自有资金购买玲珑荷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荷兰公司” ）

溢价增发的334股股份。 增资完成后，荷兰公司的注册资本将由1,000欧元增加至1,334欧元。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1日披露的《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用于塞尔维

亚项目建设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7）。

近日，荷兰公司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已经完成。 变更登记后荷兰公司的相关信息如下：

1、公司名称：玲珑荷兰有限公司

2、公司外文名称：Linglong� Netherlands� B.V.

3、公司商业登记号：69161992

4、公司识别号：857760701

5、公司股东：香港天成投资贸易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的74.96%；玲珑国际轮胎（泰国）有限公

司，占注册资本的25.04%

6、公司注册地址：Strawinskylaan� 3127,� 1077ZX,� Amsterdam

7、公司注册资本：1,334欧元

8、公司主营业务：轮胎贸易和批发、财务投资。

特此公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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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

问询函的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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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4日收到上海证券交

易所下发的《关于对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子公司20%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的

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308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问询函》全文详见公司于2019年3

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关于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1）。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对《问询函》所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核实和

回复。由于部分问题的回复涉及进一步补充、完善，公司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予以回复。为保证回复内

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保护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至2019年3月13日

前回复。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理

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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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九届二十七次临时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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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九届二十七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于2019年3月8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已于2019年3月5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应出席会议的董

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有效。 经出席会议的

董事认真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天津海景实业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天津燊泰房地产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天津海景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景实业” ）系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是由本公司与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合资成立，双方持股比例均

为50%，注册资本5亿元。 天津燊泰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燊泰公司” ）是海景实业的全资子公

司，注册资本1亿元。该公司主要负责承建天津市东丽区津滨大道项目（誉东苑）。为加快项目建设，本

公司同意海景实业对燊泰公司增资6亿元。 本次增资后燊泰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7亿元，仍为海景实业

的全资子公司。

特此公告。

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三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0416

证券简称：民生控股 公告编号：

2019－06

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单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次单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概述

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北京民生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民生典当）于2016年12月29日向自然人陈双聘发放典当贷款2,000.00万元，陈双聘以其名下持有的

雷蒙德（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2000万股股权作为质押。 后陈双聘提前偿还贷款本金1,000.00万

元，贷款余额1,000.00万元。 该笔贷款2017年12月31到期，截至2018年12月31日已逾期12个月。 民生

典当特对该笔款项单独进行了减值测试，根据测试结果计提减值准备295.00万元。

二、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会计处理方法及依据

（一）本次单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发放贷款及垫款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与以逾期状态为信用风险特征的发放贷款及垫款组合的未

来现金流量现值存在显著差异。

（二）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方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贷款损失准备。

三、本次单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单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将导致公司2018年度资产减值损失增加295.00万元，减少公司2018

年度利润总额295.00万元。 最终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18年年度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九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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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西安银行 公告编号：

2019-003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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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19年3月7日、3月8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问询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中持股比例最大的股东，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19年3月7日、3月8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经营情况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 经向公司实际控制人西安市人民政府的一致行动人中持股比例最大的股东西安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书面问询核实。 截至目前，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与公司相

关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与公司相关的并购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

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法

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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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主要负责重卡整车的生产和装配，目前已经在关键零部件总成、整车生产和装配、整车进出口

等环节具备一体化的生产能力和竞争优势。 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与实际控制人中国重汽集团及其他

下属公司发生持续性的购销关联交易，主要包括：从中国重汽集团及其下属公司购买发动机、变速箱、内

饰件及其他相关零部件；接受中国重汽及其下属各改装厂的整车上装服务；向中国重汽集团下属的进出

口公司销售用于出口的整车；控股子公司桥箱公司向中国重汽集团及其下属公司销售车桥等；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接受中国重汽财务有限公司存款、贷款、票据承兑等金融服务。

2018年公司与相关关联方销售货物及提供劳务等关联交易发生额约为855,851万元人民币， 采购

货物及接受劳务等关联交易发生额约为2,009,482万元人民币。 公司在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基础

上，结合2019年经营目标，预计了2019年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2019年预计公司与相关关联方销售货物

及提供劳务等关联交易发生额约为1,133,678万元人民币，采购货物及接受劳务等关联交易发生额约为

2,812,611万元人民币。 公司与中国重汽财务有限公司发生的金融业务预计情况详见列表。

为强化关联交易管理，提高决策效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上市公司日常关

联交易的相关规定，2019年3月6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19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该议案属关联事项，公司关联董事于有德先生、宋其东先生、宋进

金先生、邹忠厚先生对此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表决结果：同意5票，回避表决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

时，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该项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与交易有关联关系的股东中国重汽（香港）有限公司、中国重型汽

车集团有限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9年预计关

联交易总金额

2019年关联交易

金额占同类交易

的比例

2019年1-2月已

发生关联交易金

额

2018年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额

（未经审计）

销售货物

重汽国际 741,000 16.00% 101,747 610,384

济南商用车 173,000 3.74% 13,764 79,331

济宁商用车 64,000 1.38% 5,193 45,979

济南投资 31,000 0.67% 4,428 27,027

济南专用车 22,000 0.48% 481 7,563

柳州运力 18,000 0.39% 890 18,038

青岛重工 8,100 0.17% 58 4,190

成都王牌 6,400 0.14% 372 5,135

绵阳专用车 4,100 0.09% 145 2,746

湖北华威 4,000 0.09% 382 5,229

济南动力 3,800 0.08% 922 4,712

济南物业 2,100 0.05% 9 62

济南橡塑件 1,900 0.04% 137 1,600

福建海西 1,800 0.04% 257 1,382

中国重汽集团及其他

关联方

2,718 0.06% 467 1,130

合计 1,083,918 23.40% 129,252 814,508

提供劳务

济南动力 26,000 31.00% 4,987 20,948

济南橡塑件 7,500 8.94% 563 6,273

济宁商用车 5,400 6.44% 843 4,793

杭发公司 3,800 4.53% 813 3,366

济南商用车 3,300 3.93% 283 2,751

中国重汽集团及其他

关联方

3,760 4.48% 592 3,213

合计 49,760 59.33% 8,079 41,343

销售货物及提供劳务合计 1,133,678 - 137,331 855,851

采购货物

济宁商用车 790,000 11.80% 66,963 415,512

济南动力 720,000 10.76% 95,971 879,354

杭发公司 371,000 5.54% 50,021 7,018

济南商用车 300,000 4.48% 43,924 239,152

济南橡塑件 191,000 2.85% 27,653 156,869

复强动力 96,000 1.43% 12,169 60,472

大同齿轮 84,000 1.25% 12,030 65,143

济南投资 52,000 0.78% 9,063 48,772

泰安五岳 36,200 0.54% 4,296 31,033

青岛重工 31,000 0.46% 4,710 23,812

湖北华威 20,000 0.30% 1,302 18,252

济南专用车 12,000 0.18% 1,015 11,951

成都王牌 10,000 0.15% 95 8,226

柳州运力 7,500 0.11% 488 8,376

绵阳专用车 6,500 0.10% 0 3,493

重庆燃油喷射 6,200 0.09% 112 707

山东希尔博 4,100 0.06% 0 507

中国重汽集团及其他

关联方

1,175 0.02% 248 767

合计 2,738,675 40.91% 263,098 1,979,415

接受劳务

济南动力 21,000 9.00% 376 16,591

山东长久 19,000 8.14% 1,259 168

豪沃金融 15,000 6.43% 490 53

中国重汽集团及其他

关联方

7,936 3.40% 707 4,670

济南商用车 3,700 1.59% 623 2,928

济南港豪 3,600 1.54% 594 2,639

济南物业 2,100 0.90% 103 1,714

设计研究院 1,600 0.69% 229 1,304

合计 73,936 31.69% 4,381 30,067

采购货物及接受劳务合计 2,812,611 - 267,479 2,009,482

2019年公司与中国重汽财务有限公司发生的金融业务预计

预计每日最高存款限额 40亿

存款利率范围 0.35%—2%

预计贷款额度 40亿

贷款利率范围 3.48%-6%

授信额度 40亿

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详见本公告第三节《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三）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实际发生

金额

（未经审计）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

比例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销售货物

重汽国际 610,384 15.06% 710,000 -

济南商用车 79,331 1.96% 92,000 -

济宁商用车 45,979 1.13% 62,000 -

济南投资 27,027 0.67% 21,000 -

济南专用车 7,563 0.19% 17,200 -

柳州运力 18,038 0.45% 15,100 -

青岛重工 4,190 0.10% 12,000 -

成都王牌 5,135 0.13% 16,100 -

绵阳专用车 2,746 0.07% 4,300 -

湖北华威 5,229 0.13% 2,100 -

济南动力 4,712 0.12% 4,700 -

济南物业 62 0.00% 330 -

济南橡塑件 1,600 0.04% 2,400 -

福建海西 1,382 0.03% 1,700 -

中国重汽集团及其他

关联方

1,130 0.03% 2,486 -

小计 814,508 20.10% 963,086 -

提供劳务

济南动力 20,948 30.88% 7,100 -

济南橡塑件 6,273 9.25% 4,700 -

济宁商用车 4,793 7.07% 3,750 -

杭发公司 3,366 4.96% 2,700 -

济南商用车 2,751 4.06% 2,210 -

中国重汽集团及其他

关联方

3,213 4.74% 2,205 -

小 计 41,343 60.95% 22,665 -

销售货物及提供劳务合计 855,851 985,751 -13.18%

采购货物

济南动力 879,354 15.46% 866,000 -

济宁商用车 415,512 7.30% 424,000 -

济南商用车 239,152 4.20% 238,000 -

济南橡塑件 156,869 2.76% 168,000 -

复强动力 60,472 1.06% 38,000 -

大同齿轮 65,143 1.15% 66,000 -

济南投资 48,772 0.86% 41,000 -

泰安五岳 31,033 0.55% 20,000 -

青岛重工 23,812 0.42% 17,000 -

湖北华威 18,252 0.32% 13,800 -

杭发公司 7,018 0.12% 6,300 -

济南专用车 11,951 0.21% 4,800 -

成都王牌 8,226 0.14% 24,700 -

柳州运力 8,376 0.15% 3,200 -

绵阳专用车 3,493 0.06% 12,000 -

重庆燃油喷射 707 0.01% 600 -

山东希尔博 507 0.01% 260 -

中国重汽集团及其他

关联方

767 0.01% 750 -

小计 1,979,415 34.80% 1,944,410 -

接受劳务

济南动力 16,591 9.27% 16,600 -

山东长久 168 0.09% 4,000 -

豪沃金融 53 0.03% 8,000 -

中国重汽集团及其他

关联方

4,670 2.61% 7,773 -

济南商用车 2,928 1.64% 1,500 -

济南港豪 2,639 1.47% 3,200 -

济南物业 1,714 0.96% 1,800 -

设计研究院 1,304 0.73% 1,200 -

小 计 30,067 16.80% 44,073 -

采购货物及接受劳务合计 2,009,482 1,988,483 1.06%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不适用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如适用）

不适用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一）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法定代表人：谭旭光，注册资本：102628万元，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奥路

777号中国重汽科技大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614140905P。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公路运输。 (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组织本集团成员开发研制、生产销售各种载重汽车、

特种汽车、军用汽车、客车、专用车、改装车、发动机及机组、汽车零配件、专用底盘；集团成员生产所需的

物资供应及销售。机械加工；科技开发、咨询及售后服务；润滑油销售；许可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限本集

团的进出口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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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2,421,253万元，净资产283,200万元，营业收入24,716万元。

1、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商用车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187128.54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山东省章丘市圣井潘王路西，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

港澳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严文俊，经营范围：汽车及零部件、总成、工程机械、农用车、摩托车配件、橡胶

制品开发、研制、生产，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机械加工、铸造；汽车改装；机械设备维修、租赁；五金、交

电、钢材的批发；汽车售后技术服务；进出口业务；在章丘市中国重汽工业园内从事污水处理经营和压缩

空气的供应；批发（有仓储）：乙炔；丙烯；氧气；氮气；氩气；二氧化碳（不含剧毒品，成品油，第一类易制

毒和第二类监控化学品）；永久气体（限氧气、氮气、氩气）、液化气体（限二氧化碳）气瓶充装；压力容器

（车用气瓶）安装。 （以上凭许可证经营）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1,060,502万元，净资产187,489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456,101万

元。

2、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动力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671308万元，注册地址章丘市圣井唐王山路北潘王路西，法定代表人蔡东，主营发动机及

零部件的开发、生产、销售，汽车及零部件的研发、中试，对外进行计量培训、评审，提供动力能源（风、水、

电、汽，只限于提供，不含自制），自有土地、房屋设备租赁，物流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1,880,354万元，净资产955,184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365,918万

元。

3、中国重汽集团杭州发动机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金193088.38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红垦农场红泰六路

699号，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法定代表人：侯建明，经营范围：研发、生产：多缸柴

油机58.82KW。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485,224万元，净资产229,131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87,254万元。

4、中国重汽集团重庆燃油喷射系统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人民币33848.58万元，注册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翠宁路6号，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

投资企业投资)；法定代表人胡伯康，主营业务油泵油嘴系列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以及相关技术咨询服

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59,358万元，净资产47,598万元，主营业务收入45,451万元。

5、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复强动力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8114.9万美元，注册地址山东省章丘市圣井唐王山路北潘王路西，法定代表人侯建明，公

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经营范围生产再制造发动机产品及汽车零部件、销售本公

司生产的产品；润滑油的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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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141,470万元，净资产81,811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63,467万元。

6、中国重汽集团国际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人民币55500万元，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华奥路777号中国重汽科技大厦14层、

15层，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刘伟，经营范围：批准范围内的进出口业

务；代理进出口业务，对外承包工程（非工程建设类），提供自产产品售后服务、信息咨询服务；汽车及配

件、电子机构设备、日用百货、五金交电、计算机及配件、装饰材料、计算机软件、建筑材料的批发。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719,267万元，净资产59,33万元，主营业务收入871,573万元。

7、济南港豪发展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150370万港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华

奥路777号中国重汽科技大厦十一层，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吴建义，经

营范围汽车零部件的研发、制造；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进出口贸易（电子、机械设备，机械器具、电气

设备及其零件；汽车及配件；贱金属及其制品；矿产品；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工业用）；塑料及其

制品；橡胶及其制品；木浆及其它纤维状纤维素；纸及纸板的废碎品；纸、纸板及其制品；纺织原料及纺织

制品等）；自有房屋租赁（以上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涉及许可

证管理的凭许可证经营）。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168,172万元，净资产134,464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791万元。

8、中国重汽集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人民币1050万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注册地址济南市高新区华

奥路777号中国重汽科技大厦13层，法定代表人方健，经营范围汽车制造、机械制造、建筑工程的设计及

技术咨询服务；建筑安装工程、工矿工程建筑施工及项目管理；公用与民用建筑工程、机电设备制造与安

装工程的监理；基本建设项目标底的编制和工程结算审价、评估等。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5,312万元，净资产3,608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529万元。

9、中国重汽集团柳州运力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人民币10300万元，注册地址:柳州市柳江县新兴工业园乐业路12号，公司类型：其他有限

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于有德，经营范围:专用汽车、汽车零部件制造及销售；除雪设备的制造、销售和服

务;机械设备的制造、销售和服务;商用车销售;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道路普

通货物运输;二类机动车维修(大、中型车辆维修);厂房租赁;场地租赁;技术咨询;仓库租赁,仓储(易燃易

爆及危险化学品除外)服务。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63,888万元，净资产13,891万元，主营业务收入64,547万元。

10、中国重汽集团湖北华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6277万元人民币，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地址随州市交通大道

1128号，法定代表人于有德，经营范围：专用汽车、挂车、商用车（不含小轿车）、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

（不小于500L)；车载罐体(不含压力容器）；汽车零部件的制造、销售及自产产品的配送和服务;房屋、场

地租赁。 （涉及行政许可的经营项目需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42,80万元，净资产6,27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72,482万元。

11、中国重汽集团绵阳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5000万元，注册地址：绵阳高新区防震减灾产业园，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靳文生，经营范围：专用汽车、汽车零部件制造、销售，商用车销售，货

物、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项目除外,限制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17,025万元，净资产4,367万元，主营业务收入24,839万元。

12、中国重汽集团济宁商用车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3亿元，注册地址：济宁市诗仙路369号，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

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刘荣章，经营范围：车用燃气气瓶的安装（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载重汽车、专用

汽车、重型专用汽车底盘、客车底盘、汽车配件的制造和销售；机械加工和销售及以上范围内的进出口业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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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122,842万元，净资产-20,344万元，主营业务收入465,387万元。

13、中国重汽集团成都王牌商用车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80000万元，注册地址：成都市青白江区弥牟镇长城路8号，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

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法定代表人靳文生，经营范围：商用汽车整车及底盘（含低速货车、专用汽车、载

货汽车、客车）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检测及服务；汽车零部件及通用机械产品的生产及销售；运输型拖拉

机及农机推广；汽车租赁、工程承包、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证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不含限制

类）(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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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228,547万元，净资产91,70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28,492万元。

14、中国重汽集团济南豪沃客车有限公司

控制股东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58000万元，注册地址：山东省章丘市潘王路19777号，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

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严文俊，经营范围：客车、客车底盘及零部件生产、加工；销售本公司

生产的产品；汽车工业技术服务；汽车（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及零部件的批发；车用气瓶安装业务(凭许

可证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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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299,680万元，净资产36,738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78,440万元。

15、中国重汽集团福建海西汽车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20000万元，注册地址：福建省永安市埔岭99号，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法定

代表人徐向阳，经营范围：汽车（含底盘、客车）生产、销售；低速货车生产、销售；机械产品、汽车零部件

生产及销售；科技开发、咨询及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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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部件、原辅材料和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以

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142,166万元，净资产-21,406万元，主营业务收入94,856万元。

16、中国重汽集团济南橡塑件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24000万元，注册地址:济南市长清区重汽黄河路688号（重汽工业园），公司类型：有限责

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李建亭，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不含特种

设备）、橡胶制品的研发、制造、销售、技术咨询；机床设备维修；工程机械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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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188,053万元，净资产31,435万元，主营业务收入239,361万元。

17、中国重汽集团济南投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10000万元，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奥路777号中国重汽科技大

厦17层，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孙成龙，经营范围：投资

汽车工业、房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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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91,859万元，净资产82,809万元。

18、中国重汽集团青岛重工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23954万元，注册地址:青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锦荣路369号，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于有德，经营范围：重型专用汽车及底盘制造、专用汽车

方面的研究开发及咨询服务；各类工程机械产品的研发、制造、产品销售及售后服务；改装汽车、汽车配

件制造；进出口业务；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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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224,917万元，净资产40,753万元，主营业务收入284,514万元。

19、中国重汽集团泰安五岳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32000万元，注册地址:山东省泰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天门大街266号，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于有德，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重型汽车专用

底盘、消防车、汽车总成、汽车零部件及专用汽车改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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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

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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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46,655万元，净资产7,515万元，主营业务收入98,476万元。

20、中国重汽集团大同齿轮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

册资本人民币25520.79万元，注册地址：山西省大同市云州街99号，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

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万春玲，经营范围：设计制造汽车变速箱、拖拉机前驱动桥、工程机

械齿轮、各种螺伞齿轮等部件、煤矿支护设备及综采配件、铸锻件、设备维修及配件；销售汽车（不含小轿

车）；经营本公司各种产品部件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公司生产科研所需要材料及设备配件及

技术的进口业务；开展本企业三来一补业务；自有房屋租赁；变速器产品试验；道路普通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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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188,178万元，净资产75,825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35,609万元。

21、中国重汽集团济南专用车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10000万元，注册地址：章丘市潘王路17668号，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陈彦博，经营范围：制造、销售：专用汽车（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告

为准）；车载罐体；城建园林机械修理；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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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35,959万元，净资产12,304万元，主营业务收入96,583万元。

22、中国重汽集团济南物业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3000万元，注册地址：济南市天桥区无影山中路53号，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杨永启，经营范围：生产、销售车用尾气净化液；餐饮、住宿（限分支机

构经营）；物业管理；房屋维修；建筑安装，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园林绿化（以上凭资质证经营）；房屋出租

及中介；房地产营销、代理；保洁服务；家庭服务；生产、销售：汽车配件，润滑油，水处理设备；包装箱的生

产（不含印刷）、销售；销售：办公用品，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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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5,181万元，净资产3,156万元，主营业务收入7,846万元。

23、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建设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4000万元整，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注册地址：山东省章丘绣江路北首路

西绣惠镇康陈村地段，法定代表人马明亮，经营范围：普通货运;钢化玻璃、中空玻璃的加工及销售(不含

玻璃制造);钢结构、塑钢、铝合金门窗加工及安装;建筑工程、装修装饰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环保工

程、土石方工程、基础工程的施工(凭资质);管道维修;汽车零部件的生产加工(不含铸锻);建筑材料、普通

机械、汽车零部件、彩板五金、交电、日用杂品、耐火材料的批发、零售(只限分公司经营);房屋粉刷、清洗

维修;房屋出租;建筑工程技术研发;工程造价咨询、工程项目管理;网架设计、制作、安装(凭资质);输送

设备、涂装成套设备的设计、加工(不含铸锻)、制造、安装、调试;物业管理服务(凭资质);仓储服务(不含危

险化学品);轻质复合板材、瓷砖复合板材的生产加工、销售;集成卫浴、集成厨房、集成阳台及轻质隔断墙

的组装;厨房用具、卫生洁具、家具及五金配件的销售。 截止2017末，该公司总资产12,456万元，净资产

7,585万元，主营业务收入8,734万元。

24、中国重汽集团希尔博（山东）装备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金21851.6万人民币，注册地址山东省泰安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一天门大街567号，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法定代表人刘培民，经营范围：研发、设计、制造、装配、安装、销售、进出口随车

起重机、随车起重运输车、拉臂钩、升降尾板、汽车起重机及其零部件，并提供上述产品的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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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7末，该公司总资产17,675万元，净资产11,869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292万元。

上述关联方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均属于良好状态，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 同时，经公司通

过信用中国网站 （http://www.creditchina.gov.cn/）、 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

gsxt.gov.cn/index.html）、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shixin.court.gov.cn/）、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站（http://shixin.court.gov.cn/index.html）以及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网站

等途径查询，以上关联方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货物和劳务互供协议的定价原则：如有国家定价，则应执行该国家定价；如没有国家定价，则应考虑

适用市场价或成本加成价，由双方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用。

综合服务协议的定价原则：如果国家定价不适用或不再适用于某种服务，则应适用市场价；如果适

用市场价存在困难或者双方认为难以确定一个公允的市场价，则应适用成本加成价；如果在将来任何时

候，某一国家定价生效并可适用于某种服务，则该服务应适用该国家定价。

辅助生产服务协议的定价原则：如果对某项服务存在国家定价，则应适用该国家定价；在没有国家

定价的情况下，应首先考虑适用市场价；如果适用市场价存在困难或者双方认为难以确定一个公允的市

场价，则应适用成本加成价。

技术服务的定价原则： 中国重汽集团将为本公司提供日常性技术咨询及服务, 技术服务费为每年

200万元（包括对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重汽集团济南桥箱有限公司技术咨询及服务费用）；如果中国重

汽集团为本公司提供技术开发， 其技术开发费的定价原则为提供该等技术服务的实际支出的成本加上

10％的利润。

仓储服务的定价原则：如果对某项服务存在国家定价，则应适用该国家定价；在没有国家定价的情

况下，应首先考虑适用市场价；如果适用市场价存在困难或者双方认为难以确定一个公允的市场价，则

应适用成本加成价。

房屋租赁的定价原则：租赁价格参照同地区土地及房屋租赁价格确定。

医疗服务协议定价原则：如果对某项服务存在国家定价，则应适用该国家定价；在没有国家定价的

情况下，应首先考虑适用市场价；如果适用市场价存在困难或者双方认为难以确定一个公允的市场价，

则应适用成本加成价。

（二）关联交易协议合同签署情况

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经营生产的需要， 公司与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他关联方之间存在零

部件采购、产品销售、综合服务、辅助生产服务、仓储服务、房屋租赁、技术服务、商标、专利及非专利技术

许可使用、职工医疗服务等方面的关联交易。

为规范该等关联交易，保证交易各方利益，公司与关联方以协议方式对交易事项及各方的权利义务

进行了约定。 公司与相关关联方已签订的协议有：《综合服务协议》、《辅助生产服务协议》、《专利权和

专有技术许可使用协议》、《商标使用许可协议》、《货物和劳务互供协议》、《房屋租赁协议》、《技术服

务协议》、《职工医疗服务协议》。 以上相关协议刊登在2006年4月13日、2006年8月14日的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www.cninfo.com.cn）上。

后经2008年度股东大会、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和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

通过了《关于续签公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对上述协议均予以修订并续签。 相关决议公告分别刊登

于2009年5月15日、2011年4月23日、2014年5月7日和2017年4月28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上。

为进一步细化金融服务事宜，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双方在平等互利、协

商一致的基础上，根据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公司与中国重汽财务有限公司于2014年3月26日在已签

订的《综合服务协议》的基础之上，特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经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相

关公告刊登在2014年3月28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www.cninfo.com.cn）上。

后经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续签该协议。 相关公告刊登在2017年4月28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www.cninfo.com.cn）上。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的业务范围，交易价格公平合理，有利于进一 步扩大公司经营规模，

提高公司效益和专业能力，巩固和扩大公司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保证公司的市场份额和经营业绩，对

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是有利的，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2、公司与关联方交易参照市场价格定价，交易公允、没有损害 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3、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公司事前向我们提交了相关资料，我们进行了事前审查，我们认真审阅了公

司本次董事会《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经过对相关情况的了解，本着客观、公平、公

正的原则，现对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做如下专项说明:

公司与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他关联方之间存在货物互供、综合服务、辅助生产服务、房

屋租赁、技术服务、商标、专利及非专利技术许可使用、职工医疗服务、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关联交易。 为规

范该等关联交易，保证交易各方利益，公司与关联方以协议方式对交易事项及各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

定。 公司关联董事需在董事会上回避表决。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与关联方签订的关联交易合同，均按照等价有偿、公允市价的原则，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六、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