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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列示。 具体内容如下：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及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公司名称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

务合伙人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住所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天津市滨海浩物机电汽

车贸易有限公司 蔡莉

131,807.3451万元

人民币

机械、 电子设备 （小轿车除

外）、汽车配件、金属材料、纺

织原料、化工产品（涉及化学

危险品的以化学危险品许可证

核定的范围为准）、汽车装具、

农用机械、机电产品、五金、矿

产品、 木材销售、 机械设备租

赁、 为企业及家庭提供劳务服

务、 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从事国家法律法规允许

的进出口业务）、装卸搬运；汽

车销售（小轿车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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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滨海新区

汉沽新开中路 18

号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10.1.3第二款，其与本公司存在关

联关系。

天津市浩物君德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

哈剑 1,000万元人民币

汽车、轮胎、汽车零配件、汽车

装具批发兼零售； 旧机动车

（报废车除外）买、卖；二手车

信息咨询服务； 代办机动车行

车证、驾驶证登记及年检手续；

汽车租赁； 汽车保养技术咨询

服务；汽车维修；烟零售；预包

装食品兼散装食品、日用百货、

工艺美术品、 纺织品、 办公用

品、润滑油脂、金属制品、文化

用品、家用电器、机械配件、通

讯器材批发兼零售； 机械设备

租赁；中水洗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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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北辰区小

淀 镇 北 辰 道 2号

（院内B8厂房）

1、浩物机电于2019年4月25日前持有

其100%股权，后将其全部股权转让至

非关联方天津国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名下；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10.1.3第二款及10.1.6第二款，

其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天津市浩物铭德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

哈剑 1,100万元人民币

汽车销售；小型客车整车修理、

总成修理、整车维护、小修、维

修救援、专项修理；保险兼业代

理（财产损失保险、短期健康

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 责任保

险）；汽车零配件、轮胎、汽车

装饰用品销售； 汽车保养技术

信息咨询服务；摩托车、机械电

子设备、农用机械设备、金属材

料、化工轻工材料（危险品及

易制毒品除外） 批发兼零售；

劳务服务（不含涉外劳务）；二

手车经营； 货物与技术进出口

（国家法律、 法规禁止的除

外）；烟零售；日用百货、金属

材料、化工产品（危险品及易

制毒品除外）、农用机械、机电

产品、五金交电、纺织品、木材、

矿产品、润滑油脂、金属制品、

建筑材料、 仪器仪表、 厨房用

品、工艺美术品（年画除外）、

办公用品、办公家具、花卉、食

品、食用农产品（蔬菜、水果、

粮食、肉类、蛋类、水产品）、劳

保用品批发兼零售（含互联网

销售）； 商务信息咨询； 租赁

业；代办车务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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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青经济开发区

大寺高新技术产

业园B区12号

1、浩物机电于2019年4月26日前持有

其100%股权，后将其全部股权转让至

非关联方天津国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名下；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10.1.3第二款及10.1.6第二款，

其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天津市澎众汽车贸易服

务有限公司

哈剑 1,000万元人民币

一汽大众品牌汽车销售； 小型

客车整车修理、总成修理、整车

维护、小修、维修救援、专项修

理、 维修竣工检验； 汽车零配

件、轮胎、汽车装饰用品销售；

汽车保养技术咨询服务； 代办

汽车上牌服务； 旧机动车买卖

（报废车除外）； 汽车租赁。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

的凭许可证件， 在有效期限内

经营， 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

按规定办理。 ）

北辰区北辰道2号

1、浩物机电于2019年4月25日前持有

其100%股权，后将其全部股权转让至

非关联方天津国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名下；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10.1.3第二款及10.1.6第二款，

其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天津市尊泰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哈剑 1,500万元人民币

汽车销售；小型客车整车修理、

总成修理、整车维护、小修、维

修救援、专项修理、维修竣工检

验；汽车零配件、轮胎、汽车装

饰用品零售兼批发； 汽车保养

技术咨询服务；二手车收购、销

售（报废车除外）；代办机动车

行车证、 驾驶证登记及年检手

续；代理机动车上牌服务；电子

产品、五金交电、金属材料、日

用百货批发兼零售；食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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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辰区北辰道2号

（天津市浩鹏汽车

发展有限公司院

内）

1、浩物机电于2019年4月25日前持有

其100%股权，后将其全部股权转让给

非关联方天津国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名下；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10.1.3第二款及10.1.6第二款，

其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天津浩畅商贸发展有限

公司 蔡莉

131,807.3451万元

人民币

机械、 电子设备 （小轿车除

外）、汽车配件、金属材料、纺

织原料、化工产品（涉及化学

危险品的以化学危险品许可证

核定的范围为准）、汽车装具、

农用机械、机电产品、五金、矿

产品、 木材销售、 机械设备租

赁、 为企业及家庭提供劳务服

务、 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从事国家法律法规允许

的进出口业务）、装卸搬运；汽

车销售（小轿车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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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滨海新区

汉沽新开中路 18

号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10.1.3第二款，其与本公司存在关

联关系。

天物昌威国际融资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

林强

57,701.77万元人

民币

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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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厂房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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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自贸试验区

（东疆保税港区）

内蒙道1399号106

室

1、 浩物机电于2019年6月3日前持有

其100%股权，后将其全部股权转让给

非关联方天津国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名下；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10.1.3第二款及10.1.6第二款，

其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金源（天津）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蔡莉 1,000万元人民币

从事广播电视、电视剧制作、发

行；展览展示服务；会议服务；

公关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

策划；展览用品租赁；组织体育

活动；体育项目经营；广告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组织文化

艺术交流活动；文化信息咨询、

体育信息咨询；票务代理服务；

汽车销售；机械电子设备、摩托

车、汽车配件、金属材料、化工

轻工材料（危险品除外）、汽车

装具、农用机械零售兼批发、代

购代销；商品信息咨询；机械设

备租赁；劳务服务；小型客车整

车修理、总成修理、整车维护、

小修、维修救援、专项修理；代

办车务手续；自营代理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保险兼业代理业

务；二手车收购、销售；汽车租

赁；互联网信息服务；计算机软

硬件、通信的技术开发、技术服

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日用

百货、文化体育用品、工艺美术

品、饰品、家用电器、办公设备、

办公用品、健身器械、医疗器

械、电子产品、孕婴用品、日用

品、服装、鞋帽、箱包、皮革制

品、五金材料、床上用品、儿童

玩具、家具、化妆品、图书销售；

烟草零售；摄影摄像服务；代理

彩票销售；旅客票务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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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自贸区试验

区（空港经济区）

国际汽车园中路

27

为天津市滨海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下属子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二款，其

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天津市润濠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张志宏 1,000万元人民币

小型客车整车修理、总成修理、

整车维护、小修、维修救援、专

项修理和维修竣工检验； 汽车

销售；汽车装俱、汽车配件、机

械电子设备、 摩托车、 金属材

料、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剧

毒品、易制毒品除外）、轻工材

料、农用机械零售；对外贸易经

营；劳务服务；二手车经营；汽

车租赁；仓储（危险品、煤炭、

污染性货物除外）； 财产损失

保险、 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

害保险、责任保险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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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滨海新区

中心商务区河南

路1319号

为天津市滨海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下属子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二款，其

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天津市浩鹏汽车发展有

限公司

张志宏

85,981.5万元人民

币

汽车、机械、汽车配件、汽车装

具、摩托车零配件、金属材料销

售；汽车租赁；从事国家法律法

规允许经营的进出口业务；进

出口汽车信息咨询服务； 自有

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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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辰区北辰道2号

为天津市滨海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下属子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二款，其

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天津空港二手车交易市

场有限公司

孙广顺

5,761.349万元人

民币

市场经营及管理服务（市场用

地、占道、卫生、消防等符合国

家规定后方可经营）； 二手车

收购、销售（新车除外）；为旧

机动车交易活动提供咨询服

务；汽车（小轿车除外）、钢材、

铝、铜、机械设备零售兼批发；

为企业提供劳动服务； 代办机

动车行车证、 驾驶证登记及年

检手续服务；自有房屋租赁；汽

车饰品销售；停车管理服务；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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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自贸试验区

（空港经济区）汽

车园中路8号

为浩物机电下属子公司。 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

二款，其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

颜广彤

350,000万元人民

币

汽车、机械、电子设备、摩托车、

汽车配件、金属材料、摩托车、

化工轻工材料 （不含易毒品、

危险品）、 汽车装俱、 农用机

械、机电产品、五金矿产、木材

批发兼零售、代购、代销；商品

信息咨询（生产资料）、机械设

备租赁、 为企业及家庭提供劳

务服务（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

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煤炭批发经营；焦炭、纺织

原料批发兼零售；仓储（危险

品除外）；装卸搬运；自有房屋

租赁；投资咨询服务；资产管理

服务（金融资产除外）；食用农

产品（蔬菜、水果、牛肉、羊肉）

批发兼零售； 预包装食品兼散

装食品批发兼零售； 限分支机

构经营：汽车维修；技术开发、

咨询、服务、转让（电子与信息

的技术及产品）； 计算机及外

围设备、 文化办公用机械零售

兼批发（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

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 在有效

期内经营， 国家有专项专营规

定的按规定办理）

河北区真理道 54

号

为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

二款，其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东莞市瑞德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

杨龙文 1,100万元人民币

汽车销售； 二类机动车维修

（小型车辆维修）； 批发和零

售：汽车零配件、轮胎、汽车装

饰品、服装、鞋、箱包、日用品；

汽车租赁；保险代理；代办汽车

贷款申报手续、上牌业务；二手

车经纪；及以上相关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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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市长安镇振

安西路一号

1、浩物机电于2019年5月10日前持有

其100%股权，后将其全部股权转让至

非关联方天津国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名下；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10.1.3第二款及10.1.6第二

款，其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东莞市鸿众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杨龙文 1,000万元人民币

汽车销售； 二类机动车维修

（不含农业机械）； 批发和零

售：汽车零配件、轮胎、汽车装

饰用品、服装、鞋 、箱包、日用

品；汽车租赁；汽车保养技术咨

询服务；二手车经纪；代办汽车

贷款申报手续。

广东省东莞市常

平镇环常西路60

号101室

1、浩物机电于2019年5月13日前持有

其100%股权，后将其全部股权转让至

非关联方天津国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名下；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10.1.3第二款及10.1.6第二

款，其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佛山市瀚众汽车贸易服

务有限公司

杨龙文 1,010万元人民币

一汽大众品牌汽车销售， 汽车

零配件、轮胎、汽车装饰用品销

售；瓷砖销售；汽车保养技术咨

询服务、代办汽车上牌服务；二

类机动车维修 （小型车辆维

修）、二手车销售、经纪业务；

代办车辆年审业务； 汽车租赁

业务，代办汽车按揭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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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市禅城区南

庄镇紫洞路南庄

三中以北200米

1、浩物机电于2019年5月13日前持有

其100%股权，后将其全部股权转让至

非关联方天津国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名下；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10.1.3第二款及10.1.6第二

款，其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佛山市乾德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杨龙文 1,100万元人民币

销售：上海大众品牌汽车、汽车

零配件、轮胎、汽车装饰用品、

服装、日用品；汽车保养技术咨

询服务，代办汽车上牌服务；汽

车维修，二手车买卖；持有效审

批证件从事食品流通； 代办汽

车按揭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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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市禅城区南

庄镇紫洞路南庄

三中以北200米

1、浩物机电于2019年5月13日前持有

其100%股权，后将其全部股权转让至

非关联方天津国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名下；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10.1.3第二款及10.1.6第二

款，其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天津市燕语津发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

焦轶 1,000万元人民币

汽车（小轿车除外）、汽车配件

销售；广汽三菱品牌汽车销售；

财产损失保险、 短期健康保险

和意外伤害保险、 责任保险代

理；小型客车整车修理、总成修

理、整车维护、小修、维修救援、

专项修理；二手车买卖、汽车租

赁；汽车装具批发兼零售；商务

服务业；道路货物运输（危险

品运输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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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开区长江道375

号

为浩物机电下属子公司。 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

二款，其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天津骏雅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哈剑 500万元人民币

汽车销售； 汽车配件、 汽车装

具、 机械电子设备、 化工材料

（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除

外）批发兼零售；商品信息咨

询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旧机动

车交易；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

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汽车维修（取得经营许可后方

可经营）；财产损失保险、短期

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责

任保险兼业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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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西区解放南路

613号（环渤海汽

车园内）

1、浩物机电于2019年4月30日前持有

其100%股权，后将其全部股权转让至

非关联方天津国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名下；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10.1.3第二款及10.1.6第二

款，其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天津机电汽车销售中心

有限公司

董彬 1,000万元人民币

汽车、旧机动车、拖拉机、摩托

车及配件、 机电设备、 金属材

料、化工轻工材料（危险品除

外）、小轿车、木材销售；兼营

广告业务、 计算机网络技术开

发、废旧物资回收、劳务服务；

小型客车整车修理、总成修理、

整车维护、小修、维修救援、专

项修理；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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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东区津塘路一

号桥119号

1、 浩物机电于2019年5月5日前持有

其100%股权，后将其全部股权转让至

非关联方天津国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名下；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10.1.3第二款及10.1.6第二

款，其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二）关联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未经审计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关联公司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天津市滨海浩物机电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

977,113.15 -317,346.19 594,839.55 -41,656.93

天津市浩物君德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

3,832.30 -1,840.50 13,201.53 -1,426.73

天津市浩物铭德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

10,600.35 181.10 25,625.92 -1,480.70

天津市澎众汽车贸易服务有

限公司

10,027.37 -890.83 11,268.12 -914.42

天津市尊泰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3,353.66 -1,042.61 5,836.76 -513.92

天津浩畅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11,246.64 5,230.13 5,807.27 44.64

天物昌威国际融资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177,289.33 66,548.80 5,512.07 -728.66

天津市浩鹏汽车发展有限公

司

152,459.79 16,194.97 20,030.26 -10,955.74

天津空港二手车交易市场有

限公司

62,531.69 27,567.80 4,410.18 1,223.36

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

2,435,997.22 343,951.56 1,164,392.74 17,041.04

东莞市瑞德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

7,406.75 -372.37 35,401.23 -2,736.04

东莞市鸿众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9,850.53 -1,012.05 24,655.40 -162.13

佛山市瀚众汽车贸易服务有

限公司

10,204.46 -1,272.32 21,110.97 -1,307.84

佛山市乾德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7,669.40 -343.01 27,610.72 -1,856.32

天津市燕语津发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

3,809.97 -1,820.49 11,756.26 -908.55

天津骏雅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177.05 -3,089.20 1,055.93 -730.38

天津机电汽车销售中心有限

公司

4,644.08 155.81 10,516.52 -131.28

（三）其他情况

经查询，上述关联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且最近三年经营状况正常。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内江鹏翔下属企业与关联公司在自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交易时遵循公开、公平和价格公允、合理的原则，

平等协商确定交易内容及交易价格，并按有关规定确定收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影响

1、鉴于内江鹏翔已于2019年7月3日过户至公司名下，上述自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

项，为其下属子公司在开展日常业务过程与关联公司发生的交易，符合其经营业务规划，有利于内江鹏翔下属企业日常经

营活动的开展。

2、内江鹏翔下属企业与关联公司自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合计交易金额较小，且交

易双方遵循了公开、公平和价格公允、合理的原则，平等协商确定交易内容及交易价格，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本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本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

六、独立董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1、 公司全资子公司内江鹏翔下属子公司与关联公司自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间发生的交易事项构成关联

交易事项。 关联董事颜广彤先生、姚文虹女士和张洪皓先生须回避表决。

2、内江鹏翔下属子公司与关联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事项，符合其经营业务规划，有利于内江鹏翔下属子公司日常经营

活动的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将《关于确认2019年下半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八届二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1、 公司全资子公司内江鹏翔下属子公司与关联公司自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间发生的交易事项构成关联

交易事项。

2、关联董事颜广彤先生、姚文虹女士和张洪皓先生已回避表决。

3、内江鹏翔下属子公司与关联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事项，符合其经营业务规划，有利于内江鹏翔下属子公司日常经营

活动的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关于确认2019年下半年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

七、备查文件

1、八届二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757

证券简称：浩物股份 公告编号：

2020-29

号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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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或“浩物股份” ）于2020年4月29日召开八届二十九次董

事会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内江市鹏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江鹏翔” ）下属子公司预计2020年与关联方天津市浩物机

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物机电” ）下属企业或过去十二个月内由其控制的企业（不包括本公司）（以下简称

“关联公司” ） 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金额不超过2,550.50万元， 预计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55%；2019年度

7-12月，内江鹏翔下属子公司与关联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额为2,409.57万元。

2、鉴于关联公司为浩物机电下属企业或过去十二个月内由其控制的企业，因此，内江鹏翔下属子公司与关联公司的交

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颜广彤先生、姚文虹女士及张洪皓先生已回避表决。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借壳上市等，无需经外部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公司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计金

额（元）

截至披露日已发生金

额（元）

上年发生金额（元）

采购原材料

天津市滨海浩物机电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

备件

市场价格 52,000.00 0 176,212.00

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控制的企业

市场价格 42,500.00 549.86 0

天津市浩物铭德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

市场价格 1,000,000.00 0 28,807.00

天津市骏迈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整车

市场价格 200,000.00 0 0

天津市浩物铭德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

市场价格 3,175,760.00 235,152.00 444,197.00

天津市浩鹏汽车发展有限公

司

车库租赁 市场价格 700,000.00 0 338,908.00

小计 5,170,260.00 235,701.86 988,124.00

接受关联公

司劳务

天津市浩鹏汽车发展有限公

司

物业费 市场价格 30,000.00 2,016.00 13,194.00

天津空港二手车交易市场有

限公司

二手车过户费 市场价格 100,000.00 0 31,979.00

小计 130,000.00 2,016.00 45,173.00

向关联公司

提供劳务

天津市滨海浩物机电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

代理费收入

市场价格 9,890.00 920.00 10,320.00

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控制的企业

市场价格 990.00 0 690.00

天物昌威国际融资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市场价格 8,000.00 1,414.00 28,098.00

天津市滨海浩物机电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

评估

市场价格 170,820.00 11,240.00 67,214.00

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控制的企业

市场价格 58,000.00 0 19,750.00

天津市澎众汽车贸易服务有

限公司

市场价格 17,850.00 2,550.00 0

东莞市鸿众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市场价格 10,000.00 2,380.00 7,360.00

佛山市瀚众汽车贸易服务有

限公司

市场价格 8,000.00 1,910.00 6,180.00

佛山市乾德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市场价格 16,000.00 3,700.00 802.00

天津市滨海浩物机电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

委托拍卖服务

费

市场价格 5,000,000.00 139,150.00 247,800.00

天津市燕语津发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

市场价格 20,000.00 400.00 22,200.00

天津市浩物铭德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

市场价格 90,000.00 23,000.00 84,350.00

天津市澎众汽车贸易服务有

限公司

市场价格 60,000.00 14,850.00 20,850.00

天津市尊泰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市场价格 23,000.00 6,900.00 10,000.00

小计 5,492,550.00 208,414.00 525,614.00

向关联公司

销售产品、商

品

天津市滨海浩物机电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

备件

市场价格 118,000.00 20,207.00 10,480.00

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控制的企业

市场价格 564,000.00 204,396.00 152,593.00

天津市浩物铭德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

市场价格 7,650.00 1,530.00 65,841.00

天津市澎众汽车贸易服务有

限公司

市场价格 40,000.00 18,356.00 47,355.00

天物昌威国际融资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市场价格 35,000.00 6,707.20 42,630.00

天津市骏迈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整车

市场价格 200,000.00 0 0

天津市浩物铭德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

市场价格 1,500,000.00 317,388.00 1,495,247.00

天津市澎众汽车贸易服务有

限公司

市场价格 600,000.00 230,300.00 368,700.00

天物昌威国际融资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市场价格 11,600,000.00 2,325,440.00 12,293,050.00

天物昌威国际融资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装具 市场价格 47,500.00 9,500.00 24,850.00

小计 14,712,150.00 3,133,824.20 14,500,746.00

合计 25,504,960.00 3,579,956.06 16,059,657.00

注：鉴于内江鹏翔100%股权于2019年7月3日过户至本公司名下，因此，“上年发生金额” 的统计区间为2019年7月1日

至2019年12月31日。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公司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额（元） 预计金额（元）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联公

司采购原

材料

天津市滨

海浩物机

电汽车贸

易有限公

司控制的

企业

备件

176,212.00 176,212.00 0.00488 0

2020年4月30日，http://www.

cninfo.com.cn

天津市浩

物君德汽

车贸易有

限公司

16,384.00 16,384.00 0.00045 0

天津市浩

物铭德汽

车贸易有

限公司

28,807.00 28,807.00 0.0008 0

天津市澎

众汽车贸

易服务有

限公司

21,937.00 21,937.00 0.00061 0

天津浩畅

商贸发展

有限公司

524,387.00 524,387.00 0.01451 0

天津市滨

海浩物机

电汽车贸

易有限公

司控制的

企业

固定资产

130,973.62 130,973.62 0.00362 0

2020年4月30日，http://www.

cninfo.com.cn

天物昌威

国际融资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3,040,442.31 3,040,442.31 0.08412 0

天津市浩

物铭德汽

车贸易有

限公司

整车 444,197.00 444,197.00 0.01229 0

2020年4月30日，http://www.

cninfo.com.cn

天物昌威

国际融资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设备租赁 560,008.00 560,008.00 0.01549 0

天津市浩

鹏汽车发

展有限公

司

车库租赁 338,908.00 516,867.72 0.00938 34.43

2019年10月26日，http://www.

cninfo.com.cn

天津浩畅

商贸发展

有限公司

装具 1,105,205.00 1,105,205.00 0.03058 0

2020年4月30日，http://www.

cninfo.com.cn

小计 6,387,460.93 6,565,420.65 0.17673 34.43 —

接受关联

公司提供

的劳务

天津市浩

鹏汽车发

展有限公

司

物业费 13,194.00 13,194.00 0.00037 0

2020年4月30日，http://www.

cninfo.com.cn

天津空港

二手车交

易市场有

限公司

二手车过

户费

31,979.00 31,979.00 0.00088 0

2020年4月30日，http://www.

cninfo.com.cn

小计 45,173.00 45,173.00 0.00125 0 —

向关联公

司提供劳

务

天津市滨

海浩物机

电汽车贸

易有限公

司控制的

企业

代理费收

入

10,320.00 10,320.00 0.00026 0

2020年4月30日，http://www.

cninfo.com.cn

天津市浩

物机电汽

车贸易有

限公司控

制的企业

690 690 0.00002 0

天津市浩

物君德汽

车贸易有

限公司

690 690 0.00002 0

天津市浩

物铭德汽

车贸易有

限公司

16,030.00 16,030.00 0.00041 0

天津市尊

泰汽车销

售服务有

限公司

230 230 0.00001 0

天物昌威

国际融资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28,098.00 28,098.00 0.00071 0

天津市滨

海浩物机

电汽车贸

易有限公

司控制的

企业

评估

67,214.00 67,214.00 0.00171 0

2020年4月30日，http://www.

cninfo.com.cn

天津市浩

物机电汽

车贸易有

限公司控

制的企业

19,750.00 19,750.00 0.0005 0

天津市浩

物君德汽

车贸易有

限公司

2,530.00 2,530.00 0.00006 0

天津市尊

泰汽车销

售服务有

限公司

2,110.00 2,110.00 0.00005 0

天津市浩

物铭德汽

车贸易有

限公司

980 980 0.00002 0

东莞市瑞

德汽车贸

易有限公

司

8,155.00 8,155.00 0.00021 0

东莞市鸿

众汽车销

售服务有

限公司

7,360.00 7,360.00 0.00019 0

佛山市瀚

众汽车贸

易服务有

限公司

6,180.00 6,180.00 0.00016 0

佛山市乾

德汽车销

售服务有

限公司

802 802 0.00002 0

天津市浩

物机电汽

车贸易有

限公司

咨询服务

费

13,259.00 13,259.00 0.00034 0

2020年4月30日，http://www.

cninfo.com.cn

天物昌威

国际融资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延保收入 4,700.00 4,700.00 0.00012 0

2020年4月30日，http://www.

cninfo.com.cn

天津市燕

语津发汽

车销售有

限公司

委托拍卖

服务费

22,200.00 22,200.00 0.00056 0

2020年4月30日，http://www.

cninfo.com.cn

天津市滨

海浩物机

电汽车贸

易有限公

司控制的

企业

247,800.00 247,800.00 0.0063 0

天津市浩

物铭德汽

车贸易有

限公司

84,350.00 84,350.00 0.00214 0

天津市浩

物君德汽

车贸易有

限公司

88,050.00 88,050.00 0.00224 0

天津市澎

众汽车贸

易服务有

限公司

20,850.00 20,850.00 0.00053 0

天津市尊

泰汽车销

售服务有

限公司

10,000.00 10,000.00 0.00025 0

小计 662,348.00 662,348.00 0.01684 0 —

向关联公

司销售产

品、商品

天津市滨

海浩物机

电汽车贸

易有限公

司控制的

企业

备件

10,480.00 10,480.00 0.00027 0

2020年4月30日，http://www.

cninfo.com.cn

天津市浩

物机电汽

车贸易有

限公司控

制的企业

152,593.00 152,593.00 0.00388 0

天津骏雅

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

公司

104,845.00 104,845.00 0.00267 0

天津机电

汽车销售

中心有限

公司

7,957.00 7,957.00 0.0002 0

天津市浩

物君德汽

车贸易有

限公司

7,726.00 7,726.00 0.0002 0

天津市浩

物铭德汽

车贸易有

限公司

65,841.00 65,841.00 0.00167 0

天津市澎

众汽车贸

易服务有

限公司

47,355.00 47,355.00 0.0012 0

天津市尊

泰汽车销

售服务有

限公司

14,822.00 14,822.00 0.00038 0

天物昌威

国际融资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42,630.00 42,630.00 0.00108 0

天津机电

汽车销售

中心有限

公司

整车

2,364,600.00 2,364,600.00 0.06013 0

2020年4月30日，http://www.

cninfo.com.cn

天津市浩

物铭德汽

车贸易有

限公司

1,495,247.00 1,495,247.00 0.03802 0

天津市澎

众汽车贸

易服务有

限公司

368,700.00 368,700.00 0.00938 0

天物昌威

国际融资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12,293,050.00 12,293,050.00 0.31259 0

天物昌威

国际融资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装具 24,850.00 24,850.00 0.00063 0

小计 17,000,696.00 17,000,696.00 0.4323 0 —

合计 24,095,677.93 24,274,437.65 — 34.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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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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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注：1、 本公司于2019年10月26日披露了 《关于下属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63号），对

2019年7月-12月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披露；同时，本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披露了《关于确认2019年下半年日

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28号）。 上述“实际发生额”“预计金额”的统计区间为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2

月31日。

2、向关联公司采购原材料、接受关联公司提供的劳务发生额占同类业务比例计算基数采用内江鹏翔2019年度经审计

的主营业务成本数据，向关联公司销售产品及商品、向关联公司提供劳务实际发生额占同类业务比例计算基数采用内江鹏

翔2019年度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数据。 天津市泓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天津市骏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天津市轩泰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等关联公司为天津市滨海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天津浩畅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天

津市浩物广鑫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等关联公司为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 因该等关联公司金额

较小且数量较多，在向关联公司采购原材料、向关联公司销售产品及商品、向关联公司提供劳务等关联交易类型合并列示。

二、关联公司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公司基本情况及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公司名称

法定

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住所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天津市澎众汽车贸易

服务有限公司

哈剑 1,000万元人民币

一汽大众品牌汽车销售； 小型客车整车修理、 总成修

理、整车维护、小修、维修救援、专项修理、维修竣工检

验；汽车零配件、轮胎、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汽车保养技

术咨询服务；代办汽车上牌服务；旧机动车买卖（报废

车除外）；汽车租赁。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

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

的按规定办理。 ）

北辰区北辰道 2

号

1、 浩物机电于2019年4月

25日前持有其100%股权，

后将其全部股权转让至非

关联方天津国豪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名下；

2、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二款及10.1.6第二款，其

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天津市尊泰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哈剑 1,500万元人民币

汽车销售；小型客车整车修理、总成修理、整车维护、小

修、维修救援、专项修理、维修竣工检验；汽车零配件、

轮胎、汽车装饰用品零售兼批发；汽车保养技术咨询服

务；二手车收购、销售（报废车除外）；代办机动车行车

证、驾驶证登记及年检手续；代理机动车上牌服务；电

子产品、五金交电、金属材料、日用百货批发兼零售；食

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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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辰区北辰道 2

号（天津市浩鹏

汽车 发 展 有 限

公司院内）

1、 浩物机电于2019年4月

25日前持有其100%股权，

后将其全部股权转让给非

关联方天津国豪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名下；

2、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二款及10.1.6第二款，其

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天津市浩物君德汽车

贸易有限公司

哈剑 1,000万元人民币

汽车、轮胎、汽车零配件、汽车装具批发兼零售；旧机动

车（报废车除外）买、卖；二手车信息咨询服务；代办机

动车行车证、驾驶证登记及年检手续；汽车租赁；汽车

保养技术咨询服务；汽车维修；烟零售；预包装食品兼

散装食品、日用百货、工艺美术品、纺织品、办公用品、

润滑油脂、金属制品、文化用品、家用电器、机械配件、

通讯器材批发兼零售；机械设备租赁；中水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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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市 北 辰 区

小淀镇北辰道2

号 （院内B8厂

房）

1、 浩物机电于2019年4月

25日前持有其100%股权，

后将其全部股权转让至非

关联方天津国豪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名下；

2、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二款及10.1.6第二款，其

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天津市浩物铭德汽车

贸易有限公司

哈剑 1,100万元人民币

汽车销售；小型客车整车修理、总成修理、整车维护、小

修、维修救援、专项修理；保险兼业代理（财产损失保

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责任保险）；汽车

零配件、轮胎、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汽车保养技术信息

咨询服务；摩托车、机械电子设备、农用机械设备、金属

材料、化工轻工材料（危险品及易制毒品除外）批发兼

零售；劳务服务（不含涉外劳务）；二手车经营；货物与

技术进出口（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除外）；烟零售；日

用百货、金属材料、化工产品（危险品及易制毒品除

外）、农用机械、机电产品、五金交电、纺织品、木材、矿

产品、润滑油脂、金属制品、建筑材料、仪器仪表、厨房

用品、工艺美术品（年画除外）、办公用品、办公家具、

花卉、食品、食用农产品（蔬菜、水果、粮食、肉类、蛋

类、水产品）、劳保用品批发兼零售（含互联网销售）；

商务信息咨询；租赁业；代办车务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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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青经济开发

区大寺高新技

术产业园B区12

号

1、 浩物机电于2019年4月

26日前持有其100%股权，

后将其全部股权转让至非

关联方天津国豪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名下；

2、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二款及10.1.6第二款，其

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天津骏雅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哈剑 500万元人民币

汽车销售；汽车配件、汽车装具、机械电子设备、化工材

料（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除外）批发兼零售；商品信

息咨询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旧机动车交易；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及技术除外）； 汽车维修 （取得经营许可后方可经

营）；财产损失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

责任保险兼业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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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西区解放南

路613号（环渤

海汽车园内）

1、 浩物机电于2019年4月

30日前持有其100%股权，

后将其全部股权转让至非

关联方天津国豪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名下；2、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10.1.3第二款及 10.1.6

第二款， 其与本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

天津机电汽车销售中

心有限公司

董彬 1,000万元人民币

汽车、旧机动车、拖拉机、摩托车及配件、机电设备、金

属材料、化工轻工材料（危险品除外）、小轿车、木材销

售；兼营广告业务、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发、废旧物资回

收、劳务服务；小型客车整车修理、总成修理、整车维

护、小修、维修救援、专项修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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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东区津塘路

一号桥119号

1、浩物机电于2019年5月5

日前持有其100%股权，后

将其全部股权转让至非关

联方天津国豪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名下；2、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10.1.3第二款及 10.1.6

第二款， 其与本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

东莞市瑞德汽车贸易

有限公司

杨龙文 1,100万元人民币

汽车销售；二类机动车维修（小型车辆维修）；批发和

零售：汽车零配件、轮胎、汽车装饰品、服装、鞋、箱包、

日用品；汽车租赁；保险代理；代办汽车贷款申报手续、

上牌业务；二手车经纪；及以上相关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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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市长安镇

振安西路一号

1、 浩物机电于2019年5月

10日前持有其100%股权，

后将其全部股权转让至非

关联方天津国豪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名下；2、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10.1.3第二款及 10.1.6

第二款， 其与本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

东莞市鸿众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杨龙文 1,000万元人民币

汽车销售；二类机动车维修（不含农业机械）；批发和

零售：汽车零配件、轮胎、汽车装饰用品、服装、鞋、箱

包、日用品；汽车租赁；汽车保养技术咨询服务；二手车

经纪；代办汽车贷款申报手续。

广东省东莞市

常平镇环常西

路60号101室

1、 浩物机电于2019年5月

13日前持有其100%股权，

后将其全部股权转让至非

关联方天津国豪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名下；2、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10.1.3第二款及 10.1.6

第二款， 其与本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

佛山市瀚众汽车贸易

服务有限公司

杨龙文 1,010万元人民币

一汽大众品牌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轮胎、汽车装饰

用品销售；瓷砖销售；汽车保养技术咨询服务、代办汽

车上牌服务；二类机动车维修（小型车辆维修）、二手

车销售、经纪业务；代办车辆年审业务；汽车租赁业务，

代办汽车按揭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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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市禅城区

南庄镇紫洞路

南庄三中以北

200米

1、 浩物机电于2019年5月

13日前持有其100%股权，

后将其全部股权转让至非

关联方天津国豪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名下；2、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10.1.3第二款及 10.1.6

第二款， 其与本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

佛山市乾德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杨龙文 1,100万元人民币

销售：上海大众品牌汽车、汽车零配件、轮胎、汽车装饰

用品、服装、日用品；汽车保养技术咨询服务，代办汽车

上牌服务；汽车维修，二手车买卖；持有效审批证件从

事食品流通；代办汽车按揭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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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市禅城区

南庄镇紫洞路

南庄三中以北

200米

1、 浩物机电于2019年5月

13日前持有其100%股权，

后将其全部股权转让至非

关联方天津国豪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名下；2、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10.1.3第二款及 10.1.6

第二款， 其与本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

天物昌威国际融资租

赁股份有限公司

林强

57,701.77万元人民

币

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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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厂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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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自 贸 试 验

区（东疆保税港

区）内蒙道1399

号106室

1、浩物机电于2019年6月3

日前持有其100%股权，后

将其全部股权转让给非关

联方天津国豪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名下；

2、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二款及10.1.6第二款，其

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

贸易有限公司

颜广彤 350,000万元人民币

汽车、机械、电子设备、摩托车、汽车配件、金属材料、摩

托车、化工轻工材料（不含易毒品、危险品）、汽车装

俱、农用机械、机电产品、五金矿产、木材批发兼零售、

代购、代销；商品信息咨询（生产资料）、机械设备租

赁、为企业及家庭提供劳务服务（国家有专营专项规

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

技术的进出口，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和技术除外；煤炭批发经营；焦炭、纺织原料批发

兼零售；仓储（危险品除外）；装卸搬运；自有房屋租

赁；投资咨询服务；资产管理服务（金融资产除外）；食

用农产品（蔬菜、水果、牛肉、羊肉）批发兼零售；预包

装食品兼散装食品批发兼零售；限分支机构经营：汽车

维修；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电子与信息的技术

及产品）；计算机及外围设备、文化办公用机械零售兼

批发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

有效期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河北 区 真 理 道

54号

为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10.1.3第 二

款， 其与本公司存在关联

关系。

天津空港二手车交易

市场有限公司

孙广顺

5,761.3487万元人

民币

市场经营及管理服务（市场用地、占道、卫生、消防等

符合国家规定后方可经营）；二手车收购、销售（新车

除外）；为旧机动车交易活动提供咨询服务；汽车（小

轿车除外）、钢材、铝、铜、机械设备零售兼批发；为企

业提供劳动服务；代办机动车行车证、驾驶证登记及年

检手续服务；自有房屋租赁；汽车饰品销售；停车管理

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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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自贸试验

区（空港经济

区）汽车园中路

8号

为浩物机电下属子公司。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10.1.3第 二

款， 其与本公司存在关联

关系。

天津浩畅商贸发展有

限公司

李广年 5,000万元人民币

批发和零售业；机械设备租赁；商品信息咨询；劳务服

务；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工程机械修理；计算机

及外围设备、电子产品、仪表仪器、汽车检测设备维修；

汽车清洗服务 （限分支机构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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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河东区

九经路8号

为浩物机电下属子公司。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10.1.3第 二

款， 其与本公司存在关联

关系。

天津市燕语津发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

焦轶 1,000万元人民币

汽车（小轿车除外）、汽车配件销售；广汽三菱品牌汽

车销售； 财产损失保险、 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

险、责任保险代理；小型客车整车修理、总成修理、整车

维护、小修、维修救援、专项修理；二手车买卖、汽车租

赁；汽车装具批发兼零售；商务服务业；道路货物运输

（危险品运输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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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开区长江道

375号

为浩物机电下属子公司。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10.1.3第 二

款， 其与本公司存在关联

关系。

天津市滨海浩物机电

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蔡莉

131,807.3451万元

人民币

机械、电子设备（小轿车除外）、汽车配件、金属材料、

纺织原料、化工产品（涉及化学危险品的以化学危险

品许可证核定的范围为准）、汽车装具、农用机械、机

电产品、五金、矿产品、木材销售、机械设备租赁、为企

业及家庭提供劳务服务、 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

口 （从事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进出口业务）、 装卸搬

运；汽车销售（小轿车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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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市 滨 海 新

区汉沽 新 开 中

路18号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10.1.3第 二

款， 其与本公司存在关联

关系。

天津市骏迈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柴松 1,200万元人民币

汽车（不含小轿车）、汽车零配件、轮胎、汽车装饰品销

售；汽车技术咨询服务；广汽丰田、进口丰田品牌汽车

销售；小型客车整车修理、总成修理、整车维护、小修、

维修救援、专项修理、维修竣工检验；预包装食品零售；

代理财产损失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责

任保险；旧机动车（报废车除外）销售。 （以上经营范

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

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天津 市 北 辰 区

小淀镇北辰道2

号

为天津市滨海浩物机电汽

车贸易有限公司下属子公

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二

款， 其与本公司存在关联

关系。

天津市浩鹏汽车发展

有限公司

张志宏

85,981.5万元人民

币

汽车、机械、汽车配件、汽车装具、摩托车零配件、金属

材料销售；汽车租赁；从事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经营的进

出口业务；进出口汽车信息咨询服务；自有房屋租赁；

物业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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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辰区北辰道2

号

为天津市滨海浩物机电汽

车贸易有限公司下属子公

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二

款， 其与本公司存在关联

关系。

（二）关联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未经审计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关联公司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天津市澎众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 10,027.37 -890.83 11,268.12 -914.42

天津市尊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3,353.66 -1,042.61 5,836.76 -513.92

天津市浩物铭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10,600.35 181.10 25,625.92 -1,480.70

东莞市鸿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9,850.53 -1,012.05 24,655.40 -162.13

佛山市瀚众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 10,204.46 -1,272.32 21,110.97 -1,307.84

佛山市乾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7,669.40 -343.01 27,610.72 -1,856.32

天物昌威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177,289.33 66,548.80 5,512.07 -728.66

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合并） 2,435,997.22 343,951.56 1,164,392.74 17,041.04

天津空港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62,531.69 27,567.80 4,410.18 1,223.36

天津市燕语津发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3,809.97 -1,820.49 11,756.26 -908.55

天津市滨海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合

并）

977,113.15 -317,346.19 594,839.55 -41,656.93

天津市骏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8,744.81 881.94 22,391.44 -136.27

天津市浩鹏汽车发展有限公司 152,459.79 16,194.97 20,030.26 -10,955.74

东莞市瑞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7,406.75 -372.37 35,401.23 -2,736.04

天津机电汽车销售中心有限公司 4,644.08 155.81 10,516.52 -131.28

天津骏雅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77.05 -3,089.20 1,055.93 -730.38

天津市浩物君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3,832.30 -1,840.50 13,201.53 -1,426.73

天津浩畅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11,246.64 5,230.13 5,807.27 44.64

（三）履约能力分析

本公司认为，内江鹏翔下属子公司及关联公司财务状况良好、经营情况正常，交易双方均具备正常的履约能力。

三、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内江鹏翔下属公司与关联公司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其经营中的正常业务，具体如下：

1、内江鹏翔下属子公司因向关联公司采购备件、整车等，向关联公司支付货款，并因向关联公司租赁车库而向其支付

车库租赁费。

2、内江鹏翔下属子公司因接受关联公司提供的劳务，而向关联公司支付物业费、二手车过户费。

3、内江鹏翔下属子公司因向关联公司提供劳务，而向关联公司收取代理费、评估费、委托拍卖服务费。

4、内江鹏翔下属子公司因向关联公司销售产品、商品，而向关联公司收取整车、备件及装具货款。

上述关联交易发生时，双方遵循公开、公平和价格公允、合理的原则，平等协商确定交易内容及交易价格，并按有关规

定确定收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鉴于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为在预计区间内持续存在的事项，内江鹏翔下属子公司已与关联公司签署相关交易协议，约定

双方相互提供服务的项目、定价原则、权利义务等。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内江鹏翔下属子公司与关联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符合其经营业务规划，有利于内江鹏翔下属子公司日常

经营活动的开展。

2、内江鹏翔下属子公司与关联公司发生关联交易时，交易双方遵循公开、公平和价格公允、合理的原则，平等协商确定

交易内容及交易价格，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本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本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公司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1、根据2020年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内江鹏翔下属子公司向关联公司采购备件、整车等并接受其提供的劳

务，以及内江鹏翔下属子公司向关联公司提供劳务并向其销售产品、商品构成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颜广彤先生、姚文虹

女士和张洪皓先生须回避表决。

2、内江鹏翔下属子公司与关联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符合其经营业务规划，有利于内江鹏翔下属子公司日常

经营活动的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将《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八届二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1、 根据2020年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内江鹏翔下属子公司向关联公司采购备件、整车等并接受其提供的劳

务，以及内江鹏翔下属子公司向关联公司提供劳务并向其销售产品、商品构成关联交易事项。

2、 关联董事颜广彤先生、姚文虹女士和张洪皓先生已回避表决。

3、 内江鹏翔下属子公司与关联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符合其经营业务规划，有利于内江鹏翔下属子公司日

常经营活动的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

六、备查文件

1、八届二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757

证券简称：浩物股份 公告编号：

2020-30

号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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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9日召开八届二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八届十五次监事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在境内外同时

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 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

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财政部于2019年9月19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下称“《修订

通知》” ），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按照会计准则和《修订通知》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

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

根据上述会计准则修订和《修订通知》的有关要求，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和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

整。

（二）变更日期

1、公司作为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2、公司在编制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时，将结合财会【2019】16号文件的要求对合并财

务报表项目进行相应调整和列报。

（三）变更前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

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相关

规定，并按照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要求编制2019年

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公司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

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四）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召开八届二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八届十五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主要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主要内容

1、《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

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

断标准（“风险和报酬”的概念作为反映控制权是否转移的一项指标继续存在）；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在

履行时分别确认收入；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

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2、《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

（1）将原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应收票据”项目和“应收账款”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和“应收款项融

资” 三个行项目。 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应付账款”两个行项目。

（2）在原合并利润表中“投资收益” 行项目下增加了“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行项目，对

“资产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行项目的列报行次进行了调整。

（3）删除原合并现金流量表中“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等行项目。

（4）在原合并资产负债表和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分别增加了“专项储备”行项目和列项目。

（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衔接规定，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并调整了2020年初的留存收

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根据《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公司在编制2019年度合并

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时，对合并财务报表项目进行相应调整和列报。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影响公司当期净利润及所有者权益，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

销售收入的确认与计量亦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相关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意见

1、该议案已经公司八届二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

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当期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

任何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会计准则进行的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

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八届二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八届十五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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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二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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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八届二十九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20年4月24日以电子邮件、电

话或传真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4月29日10:00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颜广彤先生主持，应到董事9人，实到

董事9人，占本公司董事总数的100%。 监事会成员及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二〇一九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二〇一九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二〇一九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二〇一九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公司董事会拟将2019年度未分配利润用于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决定2019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实施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二〇一九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二〇一九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情请见本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2019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告编号：

2020-25号）。

七、审议《二〇一九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2019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专项报告，内江市鹏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江鹏翔” ）2019年

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337.21万元， 实现了交易对方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浩物机电” ）及天津市浩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诚汽车” ）作出的业绩承诺，无须对本公司

进行业绩补偿。

关联董事颜广彤先生、姚文虹女士和张洪皓先生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见本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26号）。

九、审议《2019年度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前期财务报表数据的议案》

鉴于本公司已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浩物机电和浩诚汽车合计持有的内江鹏翔100%股权，本公司及内江鹏翔

均受浩物机电控制，故本公司按照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追溯调整2019年度财务报表期初数据及上年同期相关

财务报表数据。

本公司本次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前期财务报表数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追溯调整后的财务

报表客观、公允地反映了本公司实际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见本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19年度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

溯调整前期财务报表数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27号）。

十、审议《关于确认2019年下半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确认，内江鹏翔下属子公司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与关联方浩物机电下属企业或过去十二个月内由

其控制的企业（不包括本公司）（以下简称“关联公司” ）发生关联交易事项金额合计为2,409.57万元。

关联董事颜广彤先生、姚文虹女士和张洪皓先生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见本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确认2019年下半年日常关联交易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28号）。

十一、审议《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根据2020年生产经营需要，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内江鹏翔下属子公司预计与关联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2,550.50万元。

关联董事颜广彤先生、姚文虹女士和张洪皓先生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见本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0-29号）。

十二、审议《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见本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30号）。

十三、审议《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见本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公告

编号：2020-31号）。

十四、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本公司实际情

况，现拟对《公司章程》中以下条款进行修订：

序号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1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0,516.6773万元。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6,471.4511万元。

2

第十八条公司成立时经批准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6,777.59万股，其中向发

起人内江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发行5,149万股，占股份总额的75.97%；向发

起人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发行200万股，占股份总额的2.95%；向发起人白

马发电厂电力开发总公司发行100万股，占股份总额的1.48%；向发起人中

国冶金进出口四川公司发行80万股，占股份总额的1.18%；向发起人四川

省机械进出口公司发行60万股，占股份总额的0.885%；向发起人中国出口

商品基地建设四川公司发行60万股，占股份总额的0.885%。

经国家财政部【财企（2002）327号】文批准，原发起人内江市国有资

产管理局已将其持有的本公司7,672.01万股国家股股权全部予以转让，受

让方分别为：沈阳北泰方向集团有限公司受让4,500万股，占当时股份总

额的29.52%，深圳市汇银峰投资有限公司受让2,442.01万股，占当时股份

总额的16.02%；深圳市辰奥实业有限公司受让730万股，占当时股份总额

的4.79%。

根据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内民破字第1-8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及民事裁定书（2011）内民破字第1-12号裁

定，公司管理人将四川方向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财户

持有的本公司11,552.81万股股权全部转让，受让方分别为：天津市浩物机

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受让5,352.8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61%；其一致

行动人—天津渤海国投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受让2,000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5.46%；北京汇恒丰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受让4,200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1.46%。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1573号）的核准批复，公司向天津市浩物

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8,528.79万股新股，发行完成后天津市

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共计持有公司13,881.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74%。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豁免天津市浩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要约

收购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836

号）的核准批复，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天津

天物汽车发展有限公司、天津天物国际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天津市新濠汽

车投资有限公司将分别持有的公司13,881.6万股、297.5万股、297.4万股、

295.07万股（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30.74%、0.66%、0.66%、0.65%）国有股份

无偿划转至天津市浩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股份过户完成后，天津市浩翎

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4,771.57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2.71%，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向天津市浩

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9】836号）的核准批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

15,354.5617万股，公司股份总数变更为60,516.6773万股。 天津市浩翎汽

车贸易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4,771.57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4.41%。

第十八条公司成立时经批准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6,777.59万股，其中向发

起人内江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发行5,149万股，占股份总额的75.97%；向发

起人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发行200万股，占股份总额的2.95%；向发起人白

马发电厂电力开发总公司发行100万股，占股份总额的1.48%；向发起人中

国冶金进出口四川公司发行80万股，占股份总额的1.18%；向发起人四川

省机械进出口公司发行60万股，占股份总额的0.885%；向发起人中国出口

商品基地建设四川公司发行60万股，占股份总额的0.885%。

经国家财政部【财企（2002）327号】文批准，原发起人内江市国有资

产管理局已将其持有的本公司7,672.01万股国家股股权全部予以转让，受

让方分别为：沈阳北泰方向集团有限公司受让4,500万股，占当时股份总

额的29.52%，深圳市汇银峰投资有限公司受让2,442.01万股，占当时股份

总额的16.02%；深圳市辰奥实业有限公司受让730万股，占当时股份总额

的4.79%。

根据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内民破字第1-8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及民事裁定书（2011）内民破字第1-12号裁

定，公司管理人将四川方向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财户

持有的本公司11,552.81万股股权全部转让，受让方分别为：天津市浩物机

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受让5,352.8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61%；其一致

行动人—天津渤海国投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受让2,000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5.46%；北京汇恒丰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受让4,200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1.46%。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1573号）的核准批复，公司向天津市浩物

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8,528.79万股新股，发行完成后天津市

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共计持有公司13,881.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74%。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豁免天津市浩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要约

收购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836

号）的核准批复，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天津

天物汽车发展有限公司、天津天物国际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天津市新濠汽

车投资有限公司将分别持有的公司13,881.6万股、297.5万股、297.4万股、

295.07万股（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30.74%、0.66%、0.66%、0.65%）国有股份

无偿划转至天津市浩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股份过户完成后，天津市浩翎

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4,771.57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2.71%，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向天津市浩

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9】191号）的核准批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

15,354.5617万股，公司股份总数变更为60,516.6773万股。 同时，本次募集

配套资金新增股份5,954.7738万股， 公司股份总数变更为66,471.4511万

股。发行完成后，天津市浩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4,771.57万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2.22%。

3 第十九条公司股份总数为60,516.6773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第十九条公司股份总数为66,471.4511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4

第二十八条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1年内不得转让。

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1年内不得转让。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

份及其变动情况，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25%； 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1年内不得

转让。 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第二十八条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1年内不得转让。

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1年内不得转让。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

份及其变动情况，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25%； 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1年内不得

转让。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应当在其就任时确定

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继续遵守下列限制性规定：

（一）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

（二）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本公司股份；

（三）《公司法》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5

第九十九条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并可在任期届满前由股东大会解

除其职务。 董事任期三年，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董事任期从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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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可以由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但兼任总经理或者其

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该届董事总数的1/2。

第九十九条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并可在任期届满前由股东大会解

除其职务。 董事任期三年，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董事任期从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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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可以由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但兼任总经理或者其

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该届董事总数的1/2。

非独立董事应当至少具有三年以上与本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管

理及投资经验等，以及与其履行董事职责相适应的专业能力和知识水平。

6

第一百一十五条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公司董事担任，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

选举产生和罢免。

第一百一十五条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公司董事担任，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

选举产生和罢免。 董事长、副董事长须具备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

职资格并且具有担任本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三年以上的工作经历。

7

第一百二十条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方式为：电话、传真或其

他书面方式。 通知时限为：于临时董事会议召开三日以前通知到各董事。

董事如已出席会议，并且未在到会前或到会时提出未收到会议通知的

异议，应视作已向其发出会议通知。

第一百二十条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方式为：电话、传真、电子

邮件或其他书面方式。 通知时限为：于临时董事会议召开三日以前通知到

各董事。

若出现紧急事项或特殊情况，需要董事会立即作出决议的，公司董事

长召集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可以不受前款通知方式及通知时限的限制，

但是应当预留董事审查议案的适当时间。

董事如已出席会议，并且未在到会前或到会时提出未收到会议通知的

异议，应视作已向其发出会议通知。

8

第一百七十七条公司召开董事会的会议通知，以专人送出或以邮件送出方

式进行。

第一百七十七条公司召开董事会的会议通知，以专人送出或以电子邮件发

送方式进行。

9

第一百七十八条公司召开监事会的会议通知，以专人送出或以邮件送出方

式进行。

第一百七十八条公司召开监事会的会议通知，以专人送出或以电子邮件发

送方式进行。

10

第一百七十九条公司通知以专人送出的， 由被送达人在送达回执上签名

（或盖章），被送达人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公司通知以邮件送出的，自交

付邮局之日起第10个工作日为送达日期；公司通知以公告方式进行的，第

一次公告刊登日为送达日期。

第一百七十九条公司通知以专人送出的， 由被送达人在送达回执上签名

（或盖章），被送达人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公司通知以电子邮件送出的，

自电子邮件发送日为送达日期；公司通知以公告方式进行的，第一次公告

刊登日为送达日期。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

本公司三位独立董事周建先生、李建辉先生、张烨炜先生均做了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已对上述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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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十五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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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八届十五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2020年4月24日以电子邮件、电话

或传真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4月29日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冯琨女士主持，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5

人，占本公司监事总数的100%。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二〇一九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19年，本公司监事会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赋予的职责，切实维护本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围绕股东大会、董

事会的各项决议，充分发挥监督、检查、督促职能，通过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及高管人员履职情况的检查监督，为本公司的可

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二〇一九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监事会认为本公司《二〇一九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真实、充分地反映了本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二〇一九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监事会对本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进行了审议，认为董事会提出的利润分配预案符合本公司现状，适应本公司长

远发展的需要。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二〇一九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监事会认为，本公司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证券监管机构对内部控制建设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公司目前经

营业务的实际情况， 建立健全了涵盖本公司经营管理各环节的内部控制体系。 健全的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和完善的规章制

度，保证了本公司内部控制活动有效运行。 本公司《二〇一九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面、真实、准确地反映了本公司内

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二〇一九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本公司2019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二〇一九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二〇一九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募集资金

的存放及使用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以及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

务，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2019年度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前期财务报表数据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公司本次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前期财务报表数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会计准则进行的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本公司实际情况。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

够客观、公允地反映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本

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〇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〇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上接B11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