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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68           证券简称：安凯客车           公告编号：2016-016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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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4 月 8 日，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本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关联董事戴茂方先生、李永

祥先生、王德龙先生回避表决。会议以 8 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审

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公

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16 年预计发

生金额（万元） 

2015 年实际发生金额 

发生金额

（万元）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采购

配件

或接

受劳

务 

安徽凯翔座椅有限公司 7,000  5,257.23  1.10% 

安徽凯明工贸有限公司 3,500  2,719.68  0.57% 

安徽凯亚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 4,000 3,028.50 0.63%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60,000  38,445.58  8.01% 

合肥江淮汽车有限公司 15  10.99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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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江淮铸造有限责任公司 5,930  4,551.15  0.95% 

安徽江汽物流有限公司 2,000  944.06 0.20% 

安徽江汽印刷有限公司 2 1.26 0.00% 

合肥江淮汽车制管有限公司 450  296.13  0.06% 

合肥江淮新发汽车有限公司 1,000 0 0% 

黄山市江淮工贸有限公司 300  173.57  0.04% 

安徽江淮银联重型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200 156.69 0.03% 

销售

整车

或配

件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43,000  33,659.86 8.37% 

安徽和勤租赁有限公司 2,000 190 0.05%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00  1,005.91  0.25% 

合肥汇凌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20 3.54 0.00% 

北京安凯华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60,000 28,798.77 7.16% 

二、2016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

额 

截止披露日，公司 2016 年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各类关联交易共

计   万元。 

三、关联方情况及关联关系 

1、安徽凯翔座椅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海峰 

注册资本：伍佰万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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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 汽车座椅加工、销售，汽车内饰件及零部件销售 

住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工业区延安路 17号 

关联关系: 本公司联营企业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日，安徽凯翔座椅有限公司总资

产为 26,453,113.89 元，负债总额为 20,763,724.12 元，净资产为

5,689,389.77 元，2015 年实现营业收入 45,156,229.13 元，净利润

460,523.86元。 

2、安徽凯明工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晓明  

注册资本： 肆佰万圆整 

主营业务：生产与销售汽车推拉窗；销售汽车内外饰件 

住址：合肥市庐阳区荷塘路 5 号 1号厂房 

关联关系: 本公司联营企业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日，安徽凯明工贸有限公司总资

产为 17,257,396.41 元，负债总额为 11,910,627.83 元，净资产为

5,346,768.58 元，2015 年实现营业收入 23,750,427.31 元，净利润

394,256.91元。 

3、安徽凯亚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董升顺 

注册资本：伍佰万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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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汽车内饰件、外饰件生产销售 

住址：合肥市包河区延安路合肥鸿安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2 号厂房 

关联关系:本公司联营企业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日，安徽凯亚汽车零部件有限责

任公司总资产为 16,471,008.00 元，负债总额为 16,476,582.14 元，净资

产为-5,574.14 元，2015 年实现营业收入 29,581,572.07 元，净利润

722,837.42元。 

4、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安进 

注册资本：壹拾肆亿陆仟叁佰贰拾叁万叁仟零贰拾壹元 

主营业务：汽车底盘、齿轮箱、汽车零部件开发、制造、销售；汽车（含

小轿车）开发、制造、销售；工装、模具、夹具开发；新技术开发，新产

品研制；本企业自产产品和技术出口以及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

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部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土地、房屋、设备、汽车租赁。 

住址：合肥市包河区东流路 176 号 

关联关系: 本公司控股股东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5 年 9 月 30 日，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总资产为 399.6亿元，负债总额为 299.73 亿元，净资产为 99.87 亿元，2015

年 1-9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339.46 亿元，净利润 6.5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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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合肥江淮汽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志平 

注册资本： 24,888万元 

主营业务：一般经营项目：生产和销售自产的载货汽车、农用车及其

零部件；土地、房屋、设备、汽车租赁；为企业采购、投资、招商、管理

提供信息咨询服务,物业管理。 

住址：合肥市经济开发区始信路 62 号 

关联关系: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日，合肥江淮汽车有限公司总资

产为 442,130,023.45 元，负债总额为 47,000,147.84 元，净资产为

395,129,875.61 元，2015 年实现营业收入 17,541,844.38 元，净利润

19,921,431.74元。 

6、合肥江淮铸造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明 

注册资本：23,445.44 万元 

主营业务：铸件制造、精加工、销售及自营进出口业务。 

住址：安徽省合肥市岗集镇 

关联关系: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日，合肥江淮铸造有限责任公司

总资产为 477,631,030.34 元，负债总额为 88,987,833.12 元，净资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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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643,197.22 元，2015 年实现营业收入 431,638,232.42 元，净利润

18,358,502.03 元。 

7、安徽江汽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佘才荣 

注册资本：陆千捌佰万圆整 

主营业务：许可经营项目：普通货物运输，汽车修理。一般经营项目：

商品车接送，仓储，停车服务，汽车配件销售，汽车租赁。  

住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紫蓬路 1325号 

关联关系: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日，安徽江汽物流有限公司总资

产为 752,088,755.02 元，负债总额为 432,380,250.39 元，净资产为

319,708,504.63 元，2015 年实现营业收入 986,399,760.83 元，净利润

95,237,653.83元。 

8、安徽江汽印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斌波 

注册资本： 壹仟万圆整 

主营业务：包装装潢印刷品、其他印刷品印刷；建筑材料、五金交电、

日用百货、汽车配件销售；针纺织品加工；塑料制品、纸箱加工及销售、

出版物印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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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东流路 17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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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 其他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日，安徽江汽印刷有限公司总资

产为 14,240,392.89 元，负债总额为 842,347.67 元，净资产为

13,398,045.22 元，2015 年实现营业收入 19,137,346.96 元，净利润

2,788,681.5 元。 

9、合肥江淮汽车制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志平  

注册资本： 壹仟伍佰万圆整 

主营业务：汽车管路生产和销售，以及管路和其他部件组装的生产和

销售；其他相关汽车配件的生产和销售；仓储服务（危险品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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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址：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始信路 62 号 

关联关系: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日，合肥江淮汽车制管有限公司

总资产为 152,170,463.77 元，负债总额为 90,765,530.92 元，净资产为

61,404,932.85 元，2015 年实现营业收入 429,537,590.63 元，净利润

14,137,771.95元。 

10、合肥江淮新发汽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志平  

注册资本：26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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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生产销售中、高档各类汽车及各种车型开发研制，汽车零

部件及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住址：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始信路 62 号 

关联关系: 同受母公司控制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合肥江淮新发汽车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25,616,755.89 元 ， 负 债 总 额 为 91,432,850.34 元 ， 净 资 产 为

34,183,905.55 元，2015 年实现营业收入 352,838,582.46 元，净利润

6,298,877.71 元。 

11、黄山市江淮工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德斌  

注册资本：叁佰柒拾伍万圆整 

主营业务：汽车零部件加工  

住址：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城北工业园永兴 1 路 36 号 

关联关系: 其他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日，黄山市江淮工贸有限公司总

资产为 5,172 万元，负债总额为 4,561 万元，净资产为 611 万元，2015 年

实现营业收入 8,534 万元，净利润-50万元。 

12、安徽江淮银联重型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志远 

注册资本：叁仟万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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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内燃平衡重式叉车、电动平衡重式叉车、仓储车、物流车

等生产及销售  

住址：合肥市包河区上海路 2 号（江淮重工基地） 

关联关系: 其他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日，安徽江淮银联重型工程机械

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334,685,960.22 元，负债总额为 251,571,479.18 元，

净资产为 83,114,481.04 元，2015 年实现营业收入 414,160,224.44 元，

净利润 1,443,863.98 元。 

13、安徽和勤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雁飞  

注册资本：壹仟万圆整 

主营业务：汽车租赁、代驾服务、修理服务、二手车交易及信息资讯

服务、代办汽车上牌、年检过户、汽车配件销售、停车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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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开发区紫蓬路 1325 号 

关联关系: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日，安徽和勤租赁有限公司总资

产为 18,640,802.43 元，负债总额为 8,814,769.22 元，净资产为

9,826,033.21 元，2015 年实现营业收入 7,847,958.70 元，净利润

-173,966.7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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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和谊 

注册资本： 333506.5645 万元 

主营业务：制造汽车（不含小轿车）、农用车、农用机械、摩托车、拖

拉机及配件、自行车、建筑材料、模具、冲压件、发动机、塑料机械、塑

料制品、板材构件、机械电器设备；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普通货物运输；

销售 III类、II 类：医用电子仪器设备，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

器具，III 类：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II 类：医用 X 射线设备，临床

检验分析仪器，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7年 11 月 25 日）；销售汽车（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农用车、农用机

械、摩托车、拖拉机及配件、自行车、建筑材料、模具、冲压件、发动机、

塑料机械、塑料制品、板材构件、机械电器设备；销售钢材、木材、五金

交电、钢结构及网架工程施工；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培

训、技术服务；室内外装饰装潢；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

出口业务；本企业和成员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

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

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营销策划、营销咨询、产品推广

服务；仓储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 

住址：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沙阳路老牛湾村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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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 重要子公司股东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5 年 9 月 30 日，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总资产为 409.76 亿元，负债总额为 225.32 亿元，净资产为 184.44 亿元，

2015年 1-9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255.39亿元，净利润 1.06亿元。 

15、北京安凯华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程小平 

注册资本： 壹佰万元整 

主营业务：销售：汽车（不含小轿车）、汽车配件；技术服务。（经营

范围中未取得专项许可的项目除外） 

住址：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镇张家坟村二老庄工业园区 150 号 

关联关系: 本公司联营企业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日，北京安凯华北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总资产为 282,553,772.10 元，负债总额为 281,373,401.75 元，净资

产为 1,180,370.35元，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 295,435,907.52 元，净利润

270,390.40元。 

四、关联交易价格、定价原则和依据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及向关联方采购产品的价格系在市场价格基础

上经双方协商确定。 

五、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各关联人均为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法人实体，财务状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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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系按照日常经营需要实际发生时签署。

公司各项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系在市场价格基础上经双方协商确定。 

七、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范围为大中型客车、底盘生产与销售，因此该类关联交

易为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必需的交易，与关联方的交易行为有利于公司的

生产经营的正常开展。  

公司与关联方交易价格依据市场定价机制，价格公平合理，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以上关联交易的增加，符合公司业务发展

的需要，能够有助于提升公司盈利水平，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实力，促进公

司健康发展。 

八、审议程序 

1、“三会”表决 

经公司四位独立董事书面认可后，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已提交公司六届

二十次董事会和六届十一次监事会审议通过，在董事会对该议案进行表决

时，关联董事戴茂方先生、李永祥先生、王德龙先生履行了回避义务。上

述关联交易将提交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

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表决权。 

2、独立董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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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对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进行认真审阅和评估后发

表如下独立意见： 

该等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合法

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有助于提升公司盈利水平，增强

公司综合竞争实力，促进公司健康发展。 

3、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关联交易公平、合法，其价格、付款方式和期限符

合惯例和市场的普遍做法，无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九、备查文件  

1、安凯客车六届二十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相关独立意见 

3、监事会相关事项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 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