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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

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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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临时）通知于2019年12月7日（星期六）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12月10日

（星期二）以非现场的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会成员9人，实际行使表决权的董事9人

（按姓氏笔画为序）：王民先生、王飞跃先生、陆川先生、张泉先生、杨东升先生、吴江

龙先生、林爱梅女士、周玮先生、

秦悦民先生。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审阅了会议议案。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以下事项：

（一）关于新增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董事长王民先生，董事陆川先生、杨东升先生、吴江龙先生为关联董事，应

回避表决。 关联董事回避后，五名非关联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表决。

该议案涉及3项表决事项：

1.向关联方销售材料或产品

表决情况为：5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2.向关联方租入房屋、设备、产品

表决情况为：5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3.接受关联方服务、劳务

表决情况为：5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该议案已取得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就该议案发表了意

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此事项发表了专项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进行逐项表决。

内容详见2019年12月1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编号2019-76的公告。

（二）关于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董事长王民先生，董事陆川先生、杨东升先生、吴江龙先生、张泉先生为关

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关联董事回避后，四名非关联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表决。

该议案涉及7项表决事项：

1.向关联方采购材料或产品

表决情况为：4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2.向关联方销售材料或产品

表决情况为：4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3.向关联方租入或者租出房屋、设备、产品

表决情况为：4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4.许可关联方使用商标

表决情况为：4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5.与关联方合作技术开发

表决情况为：4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6.向关联方提供或接受关联方服务、劳务

表决情况为：4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7.受关联方所托经营

表决情况为：4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该议案已取得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就该议案发表了意

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此事项发表了专项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进行逐项表决。

内容详见2019年12月1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编号2019-77的公告。

（三）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9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就该议案发表了意见，内容详见2019年12月11日刊

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编号

2019-78的公告。

（四）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9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详见2019年12月1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编号2019-79的公告。

（五）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9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详见2019年12月1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编号2019-80的公告。

（六）关于为按揭业务、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按揭业务、融资租赁业务是工程机械行业普遍采用的销售模式，有利于促进公

司产品销售，扩大市场份额。

1.关于为按揭业务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根据2019年按揭销售业务的实际运作情况,2020年公司将在规范管理、 有效控

制资产风险的前提下继续积极开展按揭销售业务， 为按揭销售业务提供回购担保，

担保额度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每笔担保期限不超过5年，担保额度使用期限不超过

1年。

表决情况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关于为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根据2019年与融资租赁公司合作的实际运作情况,2020年公司将在规范管理、

有效控制资产风险的前提下继续积极开展融资租赁销售业务，为合作额度内融资租

赁业务提供权益购买担保。 其中，单笔《融资租赁合同》的租赁期限不超过6年，合作

项下担保累计额度不超过 130�亿元人民币及2000万美元。

表决情况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就此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内容

详见2019年12月1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进行逐项表决。

（七）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9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为保障经营资金的需求，公司计划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总规模为600

亿元，授信额度使用期限为1年。董事会授权董事长代表公司在授信额度总规模范围

内签署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相关文件。

表决情况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八）关于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9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董事会决定于2019年12月26日（星期四）召开公司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发出通知。

表决情况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内容详见2019年12月1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编号为2019-81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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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新增

2019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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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2019年12月10日，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三十三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公司新增与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等关联人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304,000�万元。 公司董事长王民先生，董事陆川先生、杨东升先生、吴江龙先生为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关联董事回避后，5名非关联董事对此议案涉及的3个事项进行逐

项表决。 表决情况均为：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2019年12月11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此事项发表了专项意见。

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二）新增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类别和金额

根据经营计划，公司新增与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等关联人发生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总金额为304,000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原预计金

额

新增金额

调整后

金额

2019年

1-10月已

发生金额

（未经审

计）

2018年

度发生

金额

一、 向关联

方销售材料

或产品

徐州徐工挖掘机

械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产品

551,073 190,000 741,073 599,735

565,

715

乌兹徐工合资有

限责任公司

销售材料、

产品

0 42,000 42,000 34,930 0

徐州徐工施维英

机械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产品

89,322 40,000 129,322 99,947 50,781

二、 向关联

方 租 入 房

屋、设备、产

品

江苏徐工广联机

械租赁有限公司

租入厂房、

设备

1,000 13,000 14,000 10,963 691

三、 接受关

联方服务、

劳务

徐州泽汇人力资

源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服务

3,000 13,000 16,000 12,846 95

江苏泽瀚外包服

务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服务

0 6,000 6,000 2,388 0

新增预计总金额

304,000

（注）

注：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徐州徐工施维英机械有限公司与公司同受徐

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徐工集团）控制，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属于同一

关联人。公司新增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304,000万元,其中与同一关联人徐工

集团新增预计金额为304,000万元。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1.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住 所：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驮蓝山路26号

法定代表人：王民

注册资本：203,487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起重设备、汽车及改装车、建筑施工机械、矿山机械、环卫机械、动力

机械、港口专用机械、通用基础、风动工具、工程机械成套设备、工程机械散装件及零

部件的研发、制造、销售、租赁、售后服务及相关技术的研究和试验发展；软件开发；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物业管理；建筑工程

勘察设计、规划管理服务；仓储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道路普通货

物运输；混凝土预制构件制造销售；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

家限定或禁止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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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10月母公司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519,484.67万元，净

资产289,366.30万元，营业收入22.81万元。

2.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

住 所：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路39号

法定代表人：陆川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经营范围：挖掘机械、工程机械、农业机械、工程机械配件的开发、研制、加工、销

售、租赁；工程机械维修服务及相关的科技服务；二手机械再制造、收购、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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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10月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1,361,326.73万元，净资产

136,634.72万元，营业收入1,390,696.07万元。

3.江苏徐工广联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住 所：徐州市云龙区铜山路248号

法定代表人：杨东升

注册资本：8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工程机械租赁、维修、销售及技术服务；二手工程机械设备、二手汽车

收购、销售；工程机械配件、润滑油、建筑材料销售；土石方工程、道路工程、起重设备

安装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货物专用运输（罐式）；装卸搬运服务；吊装服务；

建筑劳务分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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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10月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241,831.69万元，净资产74,

026.05万元，营业收入75,463.03万元。

4.乌兹徐工合资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乌兹别克斯坦花剌子模州乌尔根齐市工业路1号

总经理：伊什恰洛夫

注册资本：300万美元

经营范围：工程机械生产，销售，维修。

2019年1-10月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总资产20,072.94万元， 净资产7,

126.06万元，营业收入22,549.02万元。

5.徐州徐工施维英机械有限公司

住 所：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桃山路29号

法定代表人：王岩松

注册资本：12,984.5万欧元

经营范围：混凝土、工业泵、干混砂浆、混凝土回收机械设备、衡器设备、输送机

械以及相关产品和零部件的研发、设计、加工、制造、组装、销售，提供售后服务；与自

产产品同类产品的批发、进出口与贸易代理，并提供配套服务；软件开发及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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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10月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407,180.6万元，净资产92,

594.82万元，营业收入327,200.21万元。

6.徐州泽汇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住 所：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驮蓝山路1号

法定代表人：蒋磊

注册资本：2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人力资源服务;劳务派遣服务;企业管理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服

务;企业项目管理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或进出

口除外);企业管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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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10月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631.29万元，净资产548.34

万元，营业收入40,267.02万元。

7.江苏泽瀚外包服务有限公司

住 所：徐州市丰县大沙河镇果都路118-5号

法定代表人：韩可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以服务外包方式从事企业项目管理、运营管理、生产线流程处理;以

服务外包方式从事机械配件、钢结构加工、制造;涂装装饰施工;市场调查服务;生产

线服务外包;仓储服务;企业管理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企业项目管理服务;

企业管理培训;税务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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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10月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1,648.43万元，净资产41.89

万元，营业收入8,276万元。

（二）关联关系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1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徐工集

团）

持有徐工有限100％股权，是公司实际控制人

2 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 同受徐工集团控制

3 乌兹徐工合资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徐工集团控制

4 徐州徐工施维英机械有限公司 同受徐工集团控制

5 江苏徐工广联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同受徐工集团控制

6 徐州泽汇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同受徐工集团控制

7 江苏泽瀚外包服务有限公司 同受徐工集团控制

（三）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销售材料和产品等关联交易选择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信誉较好、具备

较强的履约能力的交易对方， 且根据需要已在交易合同中明确约定付款期限与方

式、违约责任乃至担保等条款，保证关联方应向公司支付的款项不会形成坏账。 公司

履约能力良好，在接收劳务和服务等关联交易中，公司均严格依照双方约定支付款

项，不存在需要承担违约责任等风险。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原则和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定价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单笔具体交易价格系

依据前述定价原则，由双方在签订具体合同时约定。

结算方式：单笔交易完成后，按合同约定方式结算。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关联方已签署相关框架协议， 框架协议有效期限为2019年1月1日至

2019年12月31日。 上述框架协议项下任一笔具体关联交易发生时由交易双方另行

签订具体合同。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形成原因及目的

1.向关联方销售

公司集中采购平台向关联方销售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规模经营的优势，整合和

优化供应商体系，统筹全球采购布局，降低采购成本，提高公司产品的附加值。 部分

关联方所需材料或产品仅公司有能力供给。

2.关联方租赁

公司可充分利用关联方的经营租赁平台，拓展业务经营。 租赁可以结构性降低

公司厂房、产品使用成本，充分利用对方的场地、房屋、产品等资源，以提高公司产品

或存货的流动性和调度的便利性。

3.接受关联方服务、劳务

接受关联方相关的劳务和服务，可以实现集团资源共享，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

理成本。

（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交易价格均参考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合理公允。 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或关联方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各项业务均独立于

关联方，与关联方的业务往来不构成公司对关联方的依赖；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在有利公司经营的同时保持了公司的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

关规定，在董事会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临时）前向我们提供了《关于

新增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

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对此议案所涉及的事项向公司有关部门和人员进行了询问和

了解，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董事会对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新增预计，其内容和

金额是公司2019年度生产经营所需要的。 公司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 《章

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其他有关规定要求，未损害中小股东的利

益。 鉴于此，同意《关于新增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六、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专项意见

新增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符合公司实际， 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新增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是基于公司正常开展业务实际需要，

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行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和同意意见，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履行了必要的审批

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于公司新增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意见；

3.保荐机构意见；

4.日常关联交易的协议书或意向书；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1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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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预计

2020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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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2019年12月10日，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三十三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

预计2020年度与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徐工集团）等关联人发生日常关

联交易总金额为2,945,490万元。公司董事长王民先生，董事陆川先生、杨东升先生、

吴江龙先生、张泉先生为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关联董事回避后，四名非关联董事

对此议案涉及的七个事项进行逐项表决。 表决情况均为：4�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

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内容详见2019年12月

1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此事项发表了专项意见。

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

对表决事项进行逐项表决。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回

避表决。

（二）2020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根据公司经营计划，2020年公司预计与关联方发生7类日常关联交易，董事会需

对以下7类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逐项表决，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20年度预计

金额

2019年1-10

月发生金额

（未经审计）

一、向关联

方采购材

料或产品

江苏徐工广联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采购产品 19,000 10,005

徐州建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产品 50,000 30,346

徐州威卡电子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71,000 44,971

徐州罗特艾德回转支承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28,000 21,003

徐州美驰车桥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47,300 37,780

徐州派特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6,300 4,630

徐州徐工矿业机械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产品 90,000 37,224

徐州徐工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产品 130,000 62,746

徐州徐工施维英机械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产品 70,000 22,386

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产品 222,000 117,980

徐州徐工智联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产品 27,000 8,958

徐工集团及其控制下关联方 采购材料、产品 8,500 6,947

陕西法士特齿轮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材料 16,000 13,423

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15,000 5,807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72,000 58,249

陕西汉德车桥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20,000 8,952

小计 892,100 491,407

二、向关联

方销售材

料或产品

江苏徐工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210,000 92,117

江苏徐工广联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材料 50,000 13,420

乌兹徐工合资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产品 60,000 34,930

徐工集团巴西投资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16,000 19,630

徐州建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材料 160,000 75,140

徐州徐工矿业机械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材料 150,000 71,055

徐州徐工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材料 32,000 22,148

徐州徐工施维英机械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材料 250,000 99,947

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材料 903,000 599,735

徐工集团及其控制下关联方 销售产品、材料 16,500 13,912

小计 1,847,500 1,042,034

三、向关联

方租入或

者租出房

屋、 设备、

产品

徐工集团及其控制下关联方 租入厂房、设备 2,296 12,989

江苏徐工广联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租入厂房、设备 18,998 10963

徐工集团及其控制下关联方 租出厂房、设备 8,637 5,514

四、许可关

联方使用

商标

徐工集团及其控制下关联方 收取商标使用费 2,288 598

五、与关联

方合作技

术开发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江苏

徐州工程机械研究院

支付技术合作开发

费

22,030 5,655

徐工集团及其控制下关联方

支付技术合作开发

费

9,675 2,672

徐工集团及其控制下关联方 收取技术转让费 9,700 0

六、向关联

方提供或

接受关联

方服务、劳

务

江苏泽瀚外包服务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服务 20,499 2,388

徐州泽汇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服务 22,836 12,846

徐州徐工智联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服务 67,829 36,909

徐工集团及其控制下关联方 接受劳务/服务 12,834 9,687

徐工集团及其控制下关联方 提供劳务/服务 8,068 7,230

七、受关联

方所托经

营

徐州建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受托经营 200 100

合计 2,945,490 1,640,992

注：因公司关联人数量众多，根据深交所相关规定，公司预计与单一关联人发生

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0.5%的，以“徐工集团及其控制下关联

方”进行合并列示。

（三）上一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公司2019年1-10月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具体如下（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19年

度预计

金额

2019年

1-10月

发生金

额（未

经审

计）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

披露日期

索引

一、向关

联 方 采

购 材 料

或产品

江苏徐工广联机

械租赁有限公司

采购产品 20,000 10,005 0.26%

-49.

98%

详见2019

年1月4日

编号

2019-3和

2019年4

月24日编

号

2019-27

的公告

江苏徐工工程机

械租赁有限公司

采购产品 23,800 1,729 0.04%

-92.

74%

徐州建机工程机

械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产品 30,300 30,346 0.78% 0.15%

徐州威卡电子控

制技术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65,394 44,971 1.16%

-31.

23%

徐州罗特艾德回

转支承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31,420 21,003 0.54%

-33.

15%

徐州美驰车桥有

限公司

采购材料 62,190 37,780 0.97%

-39.

25%

徐州派特控制技

术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6,853 4,630 0.12%

-32.

44%

徐州徐工矿业机

械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产品 31,500 37,224 0.96% 18.17%

徐州徐工汽车制

造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产品 85,200 62,746 1.61%

-26.

35%

徐州徐工施维英

机械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产品 30,320 22,386 0.58%

-26.

17%

徐州徐工挖掘机

械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产品

100,

115

117,

980

3.03% 17.84%

徐州徐工智联物

流服务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产品 17,650 8,958 0.23%

-49.

25%

徐工集团及其控

制下关联方

采购材料、产品 23,548 6,947 0.18%

-70.

50%

陕西法士特齿轮

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材料 19,000 13,423 0.35%

-29.

35%

陕西重型汽车有

限公司

采购材料 8,000 5,807 0.15%

-27.

41%

潍柴动力股份有

限公司

采购材料 77,000 58,249 1.50%

-24.

35%

陕西汉德车桥有

限公司

采购材料 12,000 8,952 0.23%

-25.

40%

小计

644,

290

493,

136

12.68%

-23.

46%

二、向关

联 方 销

售 材 料

或产品

江苏徐工工程机

械租赁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100,

500

92,117 1.93% -8.34%

江苏徐工广联机

械租赁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材料 48,855 13,420 0.28%

-72.

53%

乌兹徐工合资有

限责任公司

销售产品 0 34,930 0.73% -

徐工集团巴西投

资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30,000 19,630 0.41%

-34.

57%

徐州建机工程机

械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材料 84,610 75,140 1.57%

-11.

19%

徐州徐工矿业机

械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材料 95,881 71,055 1.49%

-25.

89%

徐州徐工汽车制

造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材料 24,420 22,148 0.46% -9.30%

徐州徐工施维英

机械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材料 89,322 99,947 2.09% 11.90%

徐州徐工挖掘机

械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材料

551,

073

599,

735

12.57% 8.83%

徐工集团及其控

制下关联方

销售产品、材料 28,855 13,912 0.29%

-51.

79%

小计

1,053,

516

1,042,

034

21.83% -1.09%

三、向关

联 方 租

入 或 者

租 出 房

屋 、 设

备、产品

徐工集团及其控

制下关联方

租入厂房、设备 1,962 12,989

562.03

%

徐工集团及其控

制下关联方

租出厂房 、 房

屋、产品

9,585 5,514

-42.

47%

四、许可

关 联 方

使 用 商

标

徐工集团及其控

制下关联方

收取商标使用

费

1,195 598

-49.

96%

五、与关

联 方 合

作 技 术

开发

徐工集团工程机

械有限公司江苏

徐州工程机械研

究院

支付技术合作

开发费

22,030 7,442

-66.

22%

徐工集团及其控

制下关联方

支付技术合作

开发费

9,675 5,027

-48.

04%

六、向关

联 方 提

供 或 接

受 关 联

方服务、

劳务

徐州徐工智联物

流服务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服务 37,913 36,909 -2.65%

徐工集团及其控

制下关联方

接受劳务/服务 11,675 24,922

113.46

%

徐工集团及其控

制下关联方

提供劳务/服务 11,135 7,230

-35.

07%

七、受关

联 方 所

托经营

徐州建机工程机

械有限公司

受托经营 200 0

-100.

00%

合计

1,803,

176

1,635,

801

-9.28%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

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差异的说

明

2019年1-10月关联交易事项均属于日常生产经营过程发生的关联交易，符

合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发展需要，相关交易价格均参考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合理公允。 不存在大额销货退回的情况。

公司在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前，各子公司对关联交易进行了充

分的评估和测算，但因市场与客户要求变化等影响，公司关联交易与实际情

况存在一定差异，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影响较小。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

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差异的

说明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的审核确认合法合

规， 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一定差异的说明符合市场行

情和公司的实际情况； 已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的

交易，符合公司和市场的实际情况，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交易价格参照市

场价格确定，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1.�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住 所：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驮蓝山路26号

法定代表人：王民

注册资本：203,487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起重设备、汽车及改装车、建筑施工机械、矿山机械、环卫机械、动力机械、

港口专用机械、通用基础、风动工具、工程机械成套设备、工程机械散装件及零部件

的研发、制造、销售、租赁、售后服务及相关技术的研究和试验发展；软件开发；信息

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物业管理；建筑工程勘察

设计、规划管理服务；仓储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道路普通货物运

输；混凝土预制构件制造销售；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

定或禁止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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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10月母公司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519,484.67万元，净

资产289,366.30万元，营业收入22.81万元,。

2.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

住 所：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路39号

法定代表人：陆川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经营范围：挖掘机械、工程机械、农业机械、工程机械配件的开发、研制、加工、销

售、租赁；工程机械维修服务及相关的科技服务；二手机械再制造、收购、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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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10月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1,361,326.73万元，净资产

136,634.72万元，营业收入1,390,696.07万元。

3.�江苏徐工广联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住 所：徐州市云龙区铜山路248号

法定代表人：杨东升

注册资本：8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工程机械租赁、维修、销售及技术服务；二手工程机械设备、二手汽车

收购、销售；工程机械配件、润滑油、建筑材料销售；土石方工程、道路工程、起重设备

安装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货物专用运输（罐式）；装卸搬运服务；吊装服务；

建筑劳务分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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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10月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241,831.69万元，净资产74,

026.05万元，营业收入75,463.03万元。

4.�徐州建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住 所：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徐海路80号

法定代表人：孙建忠

注册资本：22,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建筑工程机械制造、安装、维修、销售，起重机械、矿山机械制造、安

装、维修、销售，电子产品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

或禁止企业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2019年1-10月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273,683.70万元，净资产39,

001.72万元，营业收入276,550.09万元；

5.徐州徐工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住 所：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珠江东路19号

法定代表人：杨东升

注册资本：45000万元

经营范围：汽车（乘用车除外）设计、制造、销售，汽车零部件设计、制造、销售，

机电产品、仪器仪表、机械设备、润滑油、工程专用车配套设备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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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10月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1,019,384.58万元，净资产

188,347.53万元，营业收入572,143.31万元。

6.�徐州徐工矿业机械有限公司

住 所：徐州市和平大道169号

法定代表人：李宗

注册资本：120374.869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矿山机械、工程机械、矿山机械及工程机械配件的开发、研制、加工、

销售、租赁；矿山机械及工程机械维修服务及科技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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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10月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561,020.44万元，净资产

188,262.20万元，营业收入116,134.72万元。

7.�徐州徐工施维英机械有限公司

住 所：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桃山路29号

法定代表人：王岩松

注册资本：12,984.5万欧元

经营范围：混凝土、工业泵、干混砂浆、混凝土回收机械设备、衡器设备、输送机

械以及相关产品和零部件的研发、设计、加工、制造、组装、销售，提供售后服务；与自

产产品同类产品的批发、进出口与贸易代理，并提供配套服务；软件开发及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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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10月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407,180.6万元，净资产92,

594.82万元，营业收入327,200.21万元。

8.徐工集团巴西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米纳斯吉拉斯州贝洛奥里藏特市圣丽塔杜朗街19号05室

注册资本：13,007万雷亚尔

主营业务：进行工程机械和其零部件的采购、销售和进出口。

2019年1-10月主要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总资产110,295.04万元， 净资产

-54,054.55万元，营业收入6,270.71万元。

9.�江苏徐工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住 所：徐州经济开发区驮蓝山路1号

法定代表人：杨东升

注册资本：80,000万元

经营范围：工程机械的租赁，融资租赁业务，经营租赁业务，售后回租业务，与主

营业务相关的商业保理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

租赁交易咨询，向第三方机构转让应收账款、接受租赁保证金，工程机械及配件的销

售，保险兼业代理（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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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工租赁2019年1-10月主要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总资产 1,058,729.83万

元，净资产93,501.29万元，营业收入101,190.30万元。

10.徐州徐工智联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住 所：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环工业园28号

法定代表人：吴江龙

注册资本：500万元

经营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铁路货物运输；远洋、沿海、内河货物运输；大型

物件运输（一类）；多式联运；货物运输中转、配送、装卸、仓储服务；铁矿石、锰矿石、

铜矿石、锌矿石、机械设备及配件、钢材、铝锭、木材、建筑材料、化工产品、润滑油、轮

胎、汽车销售；机械设备、汽车租赁；机械设备制造、维修；国内、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服

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供应链管理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应用软件开发；互联网生产服务

平台；增值电信服务；电子商务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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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10月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39,156万元，净资产643万

元，营业收入82,093万元。

11.�徐州罗特艾德回转支承有限公司

住 所：徐州经济开发区螺山路15号

法定代表人：陆川

注册资本：9,930�万美元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回转支承、钢球、其他轴承及轴承零配件，销售金属制品、

机械设备及配件；从事上述相关产品的进出口业务、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和

其他相关配套业务，以及提供售后服务和咨询服务；普通货运、大型物件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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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10月主要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总资产244,880.57万元， 净资产

195,875.08万元，营业收入149,908.67万元。

12.�徐州派特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住 所：徐州市金山桥开发区工业一号区

法定代表人：吴江龙

注册资本：6,000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交通监控系统及其它机电一体化产品、仪器、仪表、控制器、

汽车零部件生产、销售并提供售后服务;建筑安装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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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10月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总资产12,332.97万元， 净资产6,

578.22万元，营业收入11,352.71万元。

13.�徐州威卡电子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宝莲寺路11号

法定代表人：吴江龙注册资本：720万欧元

经营范围：电子控制技术的研发;生产工程机械自动化控制产品,电子产品,汽

车电子,仪器仪表,传感器及控制软件;销售自产产品;互联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

数据服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和物联网技术服务;运行维护服务;信息技术咨

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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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10月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74,956.69万元，净资产53,

407.73万元，营业收入64,020.68万元。

14.�徐州美驰车桥有限公司

住 所：徐州市铜山经济开发区珠江路9号

法定代表人：杨东升

注册资本：1,680.3万美元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各类驱动桥及配件。 一次性经营:以清理债务为目的销售工

程机械主机,汽车(不含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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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10月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76,407.96万元，净资产24,

245.63万元，营业收入82,366.98万元。

15.�徐州泽汇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住 所：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驮蓝山路1号

法定代表人：蒋磊

注册资本：2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人力资源服务;劳务派遣服务;企业管理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服

务;企业项目管理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或进出

口除外);企业管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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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10月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631.29万元，净资产548.34

万元，营业收入40,267.02万元。

16.江苏泽瀚外包服务有限公司

住 所：徐州市丰县大沙河镇果都路118-5号

法定代表人：韩可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以服务外包方式从事企业项目管理、运营管理、生产线流程处理;以

服务外包方式从事机械配件、钢结构加工、制造;涂装装饰施工;市场调查服务;生产

线服务外包;仓储服务;企业管理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企业项目管理服务;

企业管理培训;税务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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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10月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1,648.43万元，净资产41.89

万元，营业收入8,276万元。

17.乌兹徐工合资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乌兹别克斯坦花剌子模州乌尔根齐市工业路1号

总经理：伊什恰洛夫

注册资本：300万美元

经营范围：工程机械生产，销售，维修。

2019年1-10月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总资产20,072.94万元， 净资产7,

126.06万元，营业收入22,549.02万元。

18.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福寿东街197号甲

法定代表人：谭旭光

注册资本：793387.3895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内燃机、液压产品、新能源动力总成系统及配套产品的设计、开发、生

产、销售、维修、进出口；自有房屋租赁；钢材销售；企业管理服务（以上不涉及国营贸

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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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前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22,372,660.45万元，净资

产6,676,317.15万元，营业收入12,670,825.79万元。

19.陕西法士特齿轮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大庆路西段与枣园南路交汇处西北角

法定代表人：谭旭光

注册资本：25,679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汽车变速器、齿轮、锻件等汽车零部件的设计、开发、制造、销售服务

(汽车的整车生产及改装除外);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

或禁止公司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进料加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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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前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1,444,791万元，净资产

894,120万元，营业收入1,392,368万元。

20.�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

住 所：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泾渭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谭旭光

注册资本：370,633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本企业生产的汽车、汽车零部件及发动机的销售、出口业务;本企业

生产、科研所需的原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备品备件、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

务、开展本企业中外合资经营、合件生产‘三来一补’ 业务;汽车组装、改装,售后服

务;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赁;润滑油、润滑脂的销售;办公用品、劳保用品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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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前三季度母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总资产2,825,107.34� 万

元，净资产659,091.17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836,076.24�万元。

21.�陕西汉德车桥有限公司

住 所：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开发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袁宏明

注册资本：32,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汽车车桥及车桥零部件的科研、生产、制造、销售、服务业务;生产科

研所需原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备品备件、零配件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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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前三季度母公司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781,381.52万元，净

资产233,862.36万元，主营业务收入676,935.40万元。

（二）关联关系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1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徐工集

团）

持有徐工有限100％股权，是公司实际控制人

2 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 同受徐工集团控制

3 江苏徐工广联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同受徐工集团控制

4 徐州建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同受徐工集团控制

5 徐州徐工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同受徐工集团控制

6 徐州徐工矿山机械有限公司 同受徐工集团控制

7 徐州徐工施维英机械有限公司 同受徐工集团控制

8 徐工集团巴西投资有限公司 同受徐工集团控制

9 江苏徐工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同受徐工集团控制

10 徐州徐工智联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同受徐工集团控制

11 乌兹徐工合资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徐工集团控制

12 江苏泽瀚外包服务有限公司 同受徐工集团控制

13 徐州泽汇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同受徐工集团控制

14 陕西法士特齿轮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董事担任其公司董事

15 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担任其公司董事

16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担任其公司董事

17 陕西汉德车桥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担任其公司董事

18 徐州罗特艾德回转支承有限公司

公司的联营企业， 公司董事担任其公司董事

长

19 徐州派特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的合营企业， 公司董事担任其公司董事

长

20 徐州威卡电子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的合营企业， 公司董事担任其公司董事

长

21 徐州美驰车桥有限公司

公司的联营企业， 公司董事担任其公司董事

长

（三）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销售材料和产品、出租房屋、收取商标使用费等关联交易选择经营正常、财

务状况良好、信誉较好、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的交易对方，且根据需要已在交易合同

中明确约定付款期限与方式、违约责任乃至担保等条款，保证关联方应向公司支付

的款项不会形成坏账。 公司履约能力良好，在采购材料和产品等关联交易中，公司均

严格依照双方约定支付款项，不存在需要承担违约责任等风险。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原则和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定价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单笔具体交易价格系

依据前述定价原则，由双方在签订具体合同时约定。

结算方式：单笔交易完成后，按合同约定方式结算。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关联方已签署相关框架协议， 框架协议有效期限为2020年1月1日至

2020年12月31日。 上述框架协议项下任一笔具体关联交易发生时由交易双方另行

签订具体合同。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形成原因及目的

1.向关联方采购

为减少运输成本，加强零部件的数量、型号及产品与公司产品的匹配程度，严控

公司产品质量，公司选择向关联方采购材料和产品是合理、经济的选择。

2.向关联方销售

向关联方销售可以充分利用关联方融资租赁平台或销售渠道，最大限度地发挥

规模经营的优势拓展公司市场、提高公司市场占有率和知名度。 公司集中采购平台

向关联方销售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规模经营的优势，整合和优化供应商体系，统筹

全球采购布局，降低采购成本，提高公司产品的附加值。部分关联方所需材料或产品

仅公司有能力供给。

3.关联方租赁

租赁可以结构性降低公司物业使用成本，充分利用对方的场地、房屋等资源，以

提高公司产品或存货的流动性和调度的便利性。关联方所拥有或使用的物业通常具

有交通便利、与公司相邻以及能够配合公司整体仓储、物流计划的优势。 此外公司可

充分利用关联方的经营租赁平台，将产品用于出租以拓展业务经营。

4.许可关联方商标使用权

许可关联方商标使用权可以充分利用“徐工” 品牌优势，扩大“徐工” 品牌影响

力，保障“徐工”挂牌产品的质量和生产进度。

5.与关联方合作技术开发

与关联方合作技术开发，可以充分利用关联方雄厚的研发实力和丰富的技术储

备，保持公司在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不断巩固和提高公司自身的产品开发能力。

6.向关联方提供或接受关联方服务、劳务

向关联方提供或接受关联方服务和劳务服务，可以提高服务质量，保障维修后

产品的使用效率和提高公司管理效率，实现各方资源共享及优势互补。

接受关联方相关劳务和服务，可以实现集团资源共享，提高物流和管理效率，降

低成本。

7.受关联方所托经营

受关联方所托经营， 可以充分发挥公司在工程机械领域的企业管理经验优势，

提高新纳入企业的管理效率和发展速度。

（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交易价格均参考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合理公允。 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或关联方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各项业务均独立于

关联方，与关联方的业务往来不构成公司对关联方的依赖；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在有利公司经营的同时保持了公司的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

关规定，在董事会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临时）前向我们提供了《关于

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认

真负责的态度， 对此议案所涉及的事项向公司有关部门和人员进行了询问和了解，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意见

经核查， 公司董事会对2019年1-10月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一定差异的说明符合市场行情和公司的实际情况。已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

常经营业务所需的交易，符合公司和市场的实际情况，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交易价

格参照市场价格确定，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对2020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预计， 其内容和金额是公司2020

年度生产经营所需要的。 公司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其他有关规定要求，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鉴于此，同意《关于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基于公司正常开展业务实际需要，关联

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行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独立

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和同意意见，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于公司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七、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专项意见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符合公司实际，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交易

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表决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

八、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独立意见；

3.保荐机构意见；

4.日常关联交易的协议书或意向书；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10日

证券代码：

000425

证券简称：徐工机械 公告编号：

2019-79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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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满足监管要求，进一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决定》

（中国证监会公告﹝2019﹞10号）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于2019年12月10日

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

议案》，现将具体修改内容公告如下：

一、原第二十三条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

章程的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

份的。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活动。

现修改为：第二十三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和本章程的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

份的；

（五）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六）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

二、原第二十四条 公司购回股份，可以下列方式之一进行：

1.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2.要约方式；

3.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现修改为：第二十四条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以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

者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进行。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

（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通过公开的集

中交易方式进行。

三、原第二十五条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项至第（三）项的原因收购

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依照第二十三条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

属于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10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四）项

情形的，应当在6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

公司依照第二十三条第（三）项规定收购的本公司股份，应不超过本公司已发

行股份总额的5%；用于收购的资金应当从公司的税后利润中支出；所收购的股份应

当1年内转让给职工。

现修改为：第二十五条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

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

一款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可以依照本

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授权，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公司依照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项情

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10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6个

月内转让或者注销；属于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情形的，公司合计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数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0%， 并应当在3年内转让或者注

销。

四、原第四十四条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住所地，遇有特殊情况，公

司可以另定股东大会的召开地点，并在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中明确。 股东大会应设

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并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或公司章程

的规定，采用安全、经济便捷的网络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股东通过上

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网络方式投票表决时，应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有关规定确认股东身份。

现修改为：第四十四条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住所地，遇有特殊情

况，公司可以另定股东大会的召开地点，并在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中明确。股东大会

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公司还将提供网络投票的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

大会提供便利。 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网络方式投票表决时，应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有关规定确认股东身份。

五、原第九十六条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任期3年。 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

连任。 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会不能无故解除其职务。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 董事任期届满未

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

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董事可以由总裁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但兼任总裁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1/2。

公司应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签订聘任合同，明确公司和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的权力义务、任期，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

本章程的责任，以及公司因故提前解除合同的补偿等内容。

现修改为：第九十六条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者更换，并可在任期届满前由股

东大会解除其职务。 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 董事任期届满未

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

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董事可以由总裁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但兼任总裁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1/2。

公司应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签订聘任合同，明确公司和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的权利义务、任期，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

本章程的责任，以及公司因故提前解除合同的补偿等内容。

六、原第一百零七条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

式的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

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裁、董事会秘书；根据总裁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

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一）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五）听取公司总裁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裁的工作；

（十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

现修改为：第一百零七条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

式的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

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裁、董事会秘书；根据总裁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

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一）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五）听取公司总裁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裁的工作；

（十六）批准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五）项、第（六）

项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事项；

董事会审议本项事项时，应当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董事会方可举行。

（十七）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

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并根据需要设立战略、提名、薪酬与考核等专门委

员会。 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依照本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提案应当提交

董事会审议决定。 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专

业人士。 董事会负责制定专门委员会工作规程，规范专门委员会的运作。

七、原第一百一十条第九项（九）资产损失核销

资产损失核销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资产损失核销金额在3000万元以

上的，由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交易未达到上述标准的，由董事会审议批准。

现修改为：第一百一十条第九项（九）资产损失核销

资产损失核销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10％以上的，由公司董

事会审议批准。

八、原第一百二十六条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担任除董事以外其他

职务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现修改为：第一百二十六条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担任除董事、监事

以外其他行政职务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10日

证券代码：

000425

证券简称：徐工机械 公告编号：

2019-80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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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子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公司拟为徐州工程机械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等25家子公司提供不超过120.7亿元人民币、5.75亿美元和4000万欧元的金融机构融

资提供担保。

2019年12月10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关于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情况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二、担保基本情况

序

号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

方最近

一期资

产负债

率

担保余

额

币种

2020年

担保额

度

担保额

度占公

司最近

一期净

资产比

例

是否

关联

担保

1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进出口有

限公司

100.00

%

82.05% 0 美元 16,000 3.48% 否

2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进出口有

限公司

100.00

%

82.05% 0 欧元 2,000 0.48% 否

3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进出口有

限公司

100.00

%

82.05%

143,

070

人 民

币

450,

000

13.83% 否

4

徐工集团(香港)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100.00

%

13.27% 0 美元 4,000 0.87% 否

5 徐工俄罗斯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

132.90% 0 美元 500 0.11% 否

6 徐工北美有限公司

100.00

%

95.30% 0 美元 1,000 0.22% 否

7

徐工集团印度尼西亚有限公

司

99.90% 96.81% 0 美元 1,000 0.22% 否

8 徐州徐工物资供应有限公司

100.00

%

96.42% 0

人 民

币

20,000 0.61% 否

9 徐州工程机械保税有限公司

100.00

%

95.35% 10,656

人 民

币

40,000 1.23% 否

10 徐工欧洲采购中心有限公司

100.00

%

70.92% 0 欧元 1,000 0.24% 否

11 徐州徐工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

67.51% 0

人 民

币

10,000 0.31% 否

12 徐州徐工铁路装备有限公司

100.00

%

51.77% 3,370

人 民

币

10,000 0.31% 否

13 徐州徐工液压件有限公司

100.00

%

67.89% 0

人 民

币

30,000 0.92% 否

14 徐州徐工筑路机械有限公司

100.00

%

68.52% 10,260

人 民

币

40,000 1.23% 否

15

徐州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

公司

100.00

%

83.26%

112,

273

人 民

币

274,

000

8.42% 否

16

徐州徐工随车起重机有限公

司

100.00

%

55.72% 5,782

人 民

币

30,000 0.92% 否

17 徐工消防安全装备有限公司

100.00

%

88.50% 24,786

人 民

币

80,000 2.46% 否

18 徐工消防安全装备有限公司

100.00

%

88.50% 33,400

人 民

币

46,000 1.41% 否

19 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100.00

%

49.48% 0

人 民

币

30,000 0.92% 否

20 徐州徐工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100.00

%

75.27% 8,925

人 民

币

60,000 1.84% 否

21 徐州徐工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100.00

%

75.27% 15,000

人 民

币

15,000 0.46% 否

22 徐工集团巴西制造有限公司 99.80% 113.91% 1,053 美元 32,000 6.96% 否

23 徐工集团智利融资租赁公司 51.00% 109.65% 0 美元 2,000 0.43% 否

24

江苏徐工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60.00% 64.98% 0

人 民

币

5,000 0.15% 否

25

江苏徐工电子商务股份有限

公司

60.00% 90.00% 3,360

人 民

币

20,000 0.61% 否

26 徐州徐工养护机械有限公司 70.00% 81.27% 6,945

人 民

币

20,000 0.61% 否

27 徐州徐工养护机械有限公司 70.00% 81.27% 0

人 民

币

15,000 0.46% 否

28 徐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00.00

%

84.89% 0 美元 1,000 0.22% 否

29 徐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00.00

%

84.89% 0 欧元 1,000 0.24% 否

30

徐工湖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70.00% 12.81% 0

人 民

币

6,000 0.18% 否

31 徐工（辽宁）机械有限公司 60.00% 83.30% 0

人 民

币

6,000 0.18% 否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徐州工程机械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1997年7月28日

2.注册地址：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一区

3.法定代表人：陆川

4.注册资本：135,40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或技术除外)； 与出口自产成套设备相关的境外工程的境内国际招

标工程的承包及与上述境外工程相关服务的劳务人员对外派遣；承办“三来一补”

业务；普通机械、电子产品、工程机械配件、Ⅰ、Ⅱ、Ⅲ类医疗器械销售；工程机械维

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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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与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7.被担保人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7,804,667,301.21 9,441,517,372.65

负债总额 6,139,835,795.42 7,746,582,205.33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6,139,835,795.42 7,746,582,205.3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净资产 1,664,831,505.79 1,694,935,167.32

资产负债率 78.66% 82.05%

项目 2018年1-12月 2019年1-9月

营业收入 7,263,531,306.11 6,646,415,404.52

利润总额 84,144,105.84 40,138,215.39

净利润 70,404,867.30 30,103,661.53

（二）徐工集团(香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0年4月19日

2. 注册地址 ： 香港九龙深水埗元洲街 162-188号天悦广场 1楼 162A，

MWXS2014

3.董事：刘建森、金怡、扈向阳、于红雨

4.注册资本：13.1亿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普通机械、电子产品、工

程机械配件销售；工程机械维修、租赁；融资租赁。

6.与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7.被担保人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419,841,383.62 1,427,708,034.51

负债总额 185,013,477.82 189,493,314.34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85,013,477.82 189,493,314.34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净资产 1,234,827,905.8 1,238,214,720.17

资产负债率 13.03% 13.27%

项目 2017年1-12月 2018年1-9月

营业收入 256,218,164.45 164,016,298.35

利润总额 -7,979,692.03 3,386,814.37

净利润 -7,979,692.03 3,386,814.37

（三）徐工俄罗斯有限责任公司

1.成立日期：2013年4月24日

2.注册地址：俄罗斯诺沃梅谢尔斯基公路11-1号

3.注册资本：3,005,000卢布

4.经营范围：经营车辆销售，工程建筑机械和设备批发，车辆批发，工程机械及车

辆的维护和保养，车辆零件及配件贸易，批发机电设备，保管和仓储，国际贸易，建筑

机械和设备的租赁等。

5.与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6.被担保人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5,058,824.27 13,310,558.49

负债总额 19,076,955.67 17,690,231.73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9,076,955.67 17,690,231.7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净资产 -4,018,131.40 -4,379,673.24

资产负债率 126.68% 132.90%

项目 2018年1-12月 2019年1-9月

营业收入 3,194,732.50 1,700,936.46

利润总额 6,585.15 -879,434.95

净利润 6,585.15 -879,434.95

（四）徐工北美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6年1月5日

2.注册地址：美国特拉华州纽卡斯特郡威明顿市

3.注册资本：50万美元

4.经营范围：根据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成立的公司可进行的任何合法行为或活

动。

5.与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6.被担保人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330,441,940.66 394,111,584.02

负债总额 327,202,913.04 375,589,260.00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327,202,913.04 375,589,260.0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净资产 3,239,027.62 18,522,324.02

资产负债率 99.02% 95.30%

项目 2018年1-12月 2019年1-9月

营业收入 50,361,537.18 98,859,023.53

利润总额 4,840,520.56 13,355,524.27

净利润 4,840,520.56 13,355,524.27

（五）徐工集团印度尼西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