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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68          证券简称：*ST 安凯客车          公告编号：2020-020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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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3月 13 日，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七届

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关联董事戴茂方先生、李永祥先生、查保应先生、王德龙先生

回避表决。会议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0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二）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放弃

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2020 年，预计公司及子公司向下述关联方销售公司产品或提供劳务 190,355 万元，

预计公司及子公司向下述关联方采购商品或接受劳务 80,400 万元。2019 年度，公司及

子公司向下述关联方销售公司产品或提供劳务 13,496.79 万元，公司及子公司向下述关

联方采购商品或接受劳务 23,348.22 万元。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具体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预计金额 

截止披露日已

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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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配件

或接受劳

务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底盘、配件等 50,000  13,880.42 

合肥江淮铸造有限责任公司 配件 
5,500  353.16 

安徽凯翔座椅有限公司 座椅 
5,000 0.07 3,112.64 

湖南亚太实业有限公司 配件及设备 
4,000 164.64 1,087.66 

安徽安凯福田曙光车桥有限公司 车桥 
12,000 166.32 3,399.87 

安徽江淮兴业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餐费 
900 18.11 640.07 

安徽兴业汇众贸易有限公司 食品 
200  109.88 

安徽江汽物流有限公司 运费 
1,000  186.38 

合肥江淮汽车制管有限公司 配件 
450 4.13 168.94 

黄山市江淮工贸有限公司 配件 
500 24.27 303.97 

安徽江汽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食品 
150  48.96 

安徽江淮银联重型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配件 
100  1.58 

合肥江淮汽车有限公司 配件 
500   

江汽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劳务 
50  21.83 

安徽星瑞齿轮传动有限公司 配件 
50  32.86 

销售整车、

配件或提

供劳务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配件 
30,000 885.01 10,963.34 

昆明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整车及其他 
40,000  -39.48 

江淮汽车（香港）有限公司 整车及其他 
100,000   

安徽安凯福田曙光车桥有限公司 配件 
20,000 162.21 2,444.17 

合肥汇凌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配件 
50 0.65 15.35 

安徽江汽物流有限公司 配件 
50   

安徽江淮兴业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水电费 
80 6.50 42.73 

安徽凯翔座椅有限公司 租赁费 
100 2.64 70.07 

湖南亚太实业有限公司 配件 
75  0.61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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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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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配

件或接

受劳务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底盘、配

件等 
13,880.42 60,000 4.50% -76.87% 

2019年 2

月 28日，

巨潮资讯

网

http://ww

w.cninfo.

com.cn 公

告编号：

2019-018 

合肥江淮铸造有限责任公司 配件 353.16 5,500 0.11% -93.58% 

安徽凯翔座椅有限公司 座椅 3,112.64 5,000 1.01% -37.75% 

湖南亚太实业有限公司 
配件及设

备 
1,087.66 4,000 0.35% -72.81% 

安徽安凯福田曙光车桥有限公

司 
车桥 3,399.87 12,000 1.10% -71.67% 

安徽江淮兴业餐饮服务有限公

司 
餐费 640.07 900 0.21% -28.88% 

安徽兴业汇众贸易有限公司 食品 109.88 200 0.04% -45.06% 

安徽江汽物流有限公司 运费 186.38 1,500 0.06% -87.57% 

合肥江淮汽车制管有限公司 配件 168.94 450 0.05% -62.46% 

黄山市江淮工贸有限公司 配件 303.97 500 0.10% -39.21% 

安徽江汽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食品 48.96 150 0.02% -67.36% 

安徽江淮银联重型工程机械有

限公司 
配件 1.58 200 0.00% -99.21% 

合肥江淮汽车有限公司 配件  2,000 0.00% -100.00% 

江汽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劳务 21.83 50 0.01% -56.34% 

安徽星瑞齿轮传动有限公司 配件 32.86 100 0.01% -67.14% 

销售整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配件 10,963.34 30,000 3.25% -63.46% 2019年 2

月 28日，

巨潮资讯昆明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整车及其 -39.48 40,000 0.0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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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或配

件 

他 网

http://ww

w.cninfo.

com.cn 公

告编号：

2019-018 

 

江淮汽车（香港）有限公司 
整车及其

他 
 100,000 0.00% -100.00% 

安徽安凯福田曙光车桥有限公

司 
配件 2,444.17 20,000 0.72% -87.78% 

合肥汇凌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配件 15.35 50 0.00% -69.30% 

安徽江汽物流有限公司 配件  50 0.00% -100.00% 

安徽江淮兴业餐饮服务有限公

司 
水电费 42.73 80 0.01% -46.59% 

安徽凯翔座椅有限公司 租赁费 70.07 45 0.02% 55.71% 

湖南亚太实业有限公司 配件 0.61 75 0.00% -9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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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是系市场环

境影响，相关业务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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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9年度与关联方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与预计产生一定的差异的原因是市场

环境影响，差异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平、

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未出现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1、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安进 

注册资本：189331.2117 万元 

主营业务：一般经营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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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销售；新技术开发，

新产品研制；本企业自产产品和技术进出口及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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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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合肥市东流路 176 号 

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财务状况：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47,097,677,002.25 元 ， 负 债 总 额 为 33,287,686,763.82 万 元 ， 净 资 产 为

13,809,990,238.43 万元，2019 年 1-9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37,241,956,216.24 万元，净

利润 255,514,416.20 万元。（未经审计） 

2、合肥江淮铸造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天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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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房屋、设备租赁；

技术服务；物业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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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合肥市岗集镇 

关联关系:同受母公司控制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合肥江淮铸造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

504,801,536.85 元，负债总额为 92,613,302.41 元，净资产为 412,188,234.44 元，2019

实现营业收入 546,968,328.29 元，净利润 15,177,843.39 元。（经审计）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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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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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包河区葛淝路 1 号完工检测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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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下属联营企业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安徽凯翔座椅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4,422,292.46 元，负债总额为 10,566,811.72 元，净资产为 3,855,480.74 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30,833,616.65 元，净利润-296,735.92 元。（经审计） 

4、湖南亚太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升顺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主营业务：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不含汽车发动机制造）；机械配件开发；机械

技术开发服务；新材料技术开发服务；玻璃钢材料批发；涂层材料开发；金属材料开发；

轨道交通相关材料及设备的采购、销售；汽车内饰用品、轨道设备及物资、铁路设备、

环保新型复合材料的生产；机械配件、机械零部件的加工；塑胶产品、新能源汽车零配

件、城市轨道交通设备、铁路机车车辆配件、塑胶材料的制造；汽车内饰用品、汽车零

配件、塑料加工专用设备、配件、耗材、轨道设备及物质、铁路设备、新型装饰材料、

环保新型复合材料、建筑装饰材料、环保材料的销售；涂料、新型装饰材料、特种材料

及新产品、环保新型复合材料、环保材料的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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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南托街道中意二路 595 号 

关联关系:重要子公司股东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湖南亚太实业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37,589,901.53 元，负债总额为 80,613,387.42 元，净资产为 156,976,514.11 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17,679,075.39 元，净利润 5,880,456.24 元。（未经审计） 

    5、安徽安凯福田曙光车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查保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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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壹亿伍仟陆佰万圆整 

主营业务：一般经营项目：汽车车桥及配件的开发、制造、销售，机械设备制造、

销售。 

关联关系:下属联营企业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安凯车桥资产总额 569,258,523.07 元，

负债总额 542,496,450.64 元，净资产 26,762,072.43 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873,116,008.17 元，净利润-7,500,517.36 元（经审计）。 

6、安徽江淮兴业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燕 

注册资本：500 万元 

主营业务：餐饮服务，卷烟零售，调味酱产品、肉制品生产及销售，预包装食品销

售，会议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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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东流路 176 号 

关联关系:其他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安徽江淮兴业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总资产

为 36,410,188.52 元，负债总额为 34,068,652.45 元，净资产为 2,341,536.07 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47,327,578.25 元，净利润 10,669,772.84 元。（经审计） 

7、安徽江汽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佘才荣 

注册资本：10408.1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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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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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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安徽江汽物流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699,712,604.67 元，负债总额为 284,932,918.98 元，净资产为 414,779,685.69 元，

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806,124,731.08 元，净利润 19,440,865.89 元。（经审计） 

8、合肥江淮汽车制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志平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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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 31 日，合肥江淮汽车制管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78,648,580.69 元，负债总额为 50,199,547.37 元，净资产为 128,449,033.32 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301,259,865.43 元，净利润 25,528,194.02 元。（经审计） 

    9、黄山市江淮工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燕存露 

注册资本：叁佰柒拾伍万圆整 

主营业务：汽车零部件制造、销售；客车、农用车、通用机械、江淮系列货车、

五金交电销售及售后服务。 

住址：黄山市徽州区永兴一路 36 号 

关联关系:其他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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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黄山市江淮工贸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48,817,754.13 元，负债总额为 47,432,551.88 元，净资产为 1,385,202.25 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72,550,156.90 元，净利润 183,435.77 元。（经审计） 

10、安徽江汽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陶伟 

注册资本：叁仟万元 

主营业务：预包装食品、酒销售，食用农产品销售，日化用品销售，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项目投资（以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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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同受母公司控制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12月 31 日，安徽江汽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63,616,230.00 元，负债总额为 20,002,322.94 元，净资产为 43,613,907.06 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35,778,896.61 元，净利润 4,999,547.36 元。（经审计） 

11、安徽江淮银联重型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德龙 

注册资本：伍仟万圆整 

主营业务：挖掘机、压路机、叉车、推土机、铲运机、工程机械、化工机械、通

用机械及其零配件生产和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印刷机械、

立体车场、特种车辆改装、钢结构、汽车工业装备的国内开发、制造、销售、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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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月 31 日，安徽江淮银联重型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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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为 415,280,356.63 元，负债总额为 334,790,755.85 元，净资产为 80,489,600.78

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680,957,777.27 元，净利润-811,056.26 元。（经审计） 

12、安徽江汽印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代浩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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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其他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安徽江汽印刷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36,136,695.65 元，负债总额为 4,173,875.44 元，净资产为 31,962,820.21 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31,172,936.29 元，净利润 1,981,423.43 元。（经审计） 

13、安徽星瑞齿轮传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项兴初 

注册资本：93371.1 万元 

主营业务：齿轮箱及配件开发、制造、销售；变速器技术开发及研制；汽车零部

件再制造、销售；普通机械配件制造及销售；普通货运及仓储；自有房屋出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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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六安市经济开发区皋城东路 

关联关系:同受母公司控制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安徽星瑞齿轮传动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446,023,001.37 元，负债总额为 428,086,158.82 元，净资产为 1,017,936,8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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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2019 年份实现营业收入 811,493,372.65 元，净利润 39,934,032.44 元。（未经审

计） 

14、昆明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绍同 

注册资本：10744.12 万元 

主营业务：汽车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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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海口工业园区管委会二楼 206 号 

关联关系:下属联营企业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昆明客车制造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757,195,766.46 元，负债总额为 677,479,954.26 元，净资产为 79,715,812.20 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22,240,755.62 元，净利润-35,324,650.05 元。（未经审计） 

15、江淮汽车（香港）有限公司 

办事处地址：香港九龙尖沙咀广东道 17号海港城环球金融中心南座 13A 楼 05-15

室 

法定代表人：项兴初 

注册资本：10,000 港元 

主营业务：汽车及零部件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投资、咨询服务。 

关联关系:同受母公司控制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江淮汽车（香港）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465,946,010.36 元，负债总额 466,713,391.93 元，净资产-767,381.57 元。2019年实

现营业收入 632,744,798.06 元，净利润-10,241,235.70 元。 

16、合肥汇凌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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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陈志平 

注册资本：壹仟伍佰万元 

主营业务：汽车消排气系统生产、维修、销售；汽车零部件加工、生产、销售、

开发（除发动机）；汽车新技术及产品开发、应用。 

住址：安徽省合肥市东油路中段 JAC 凌大塘工业区 

关联关系:同受母公司控制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12月 31 日，合肥汇凌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91,951,309.41 元，负债总额为 35,611,019.74 元，净资产为 56,340,289.67 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69,586,657.09 元，净利润 1,473,339.25 元。（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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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良好的履

约能力。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公司与上述各关联方未因上述交易产生同业竞争。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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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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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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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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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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届三十四次董事

会和七届二十四次监事会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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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保应先生、王德龙先生履行了回避义务。上述关联交易将提交公司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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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独立董事对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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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备查文件  

1、安凯客车七届三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安凯客车七届二十四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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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月 17 日 


	具体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1、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安进
	注册资本：189331.2117万元
	住址：安徽省合肥市东流路176号
	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财务状况：截止2019年9月30日，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47,097,677,002.25元，负债总额为33,287,686,763.82万元，净资产为13,809,990,238.43万元，2019年1-9月份实现营业收入37,241,956,216.24万元，净利润255,514,416.20万元。（未经审计）
	2、合肥江淮铸造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天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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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房屋、设备租赁；技术服务；物业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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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合肥市岗集镇
	关联关系:同受母公司控制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19年12月31日，合肥江淮铸造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504,801,536.85元，负债总额为92,613,302.41元，净资产为412,188,234.44元，2019实现营业收入546,968,328.29元，净利润15,177,843.39元。（经审计）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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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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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包河区葛淝路1号完工检测车间
	关联关系:下属联营企业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19年12月31日，安徽凯翔座椅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4,422,292.46元，负债总额为10,566,811.72元，净资产为3,855,480.74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30,833,616.65元，净利润-296,735.92元。（经审计）
	7、安徽江汽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佘才荣
	注册资本：10408.1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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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31日，安徽江汽物流有限公司总资产为699,712,604.67元，负债总额为284,932,918.98元，净资产为414,779,685.69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806,124,731.08元，净利润19,440,865.89元。（经审计）
	8、合肥江淮汽车制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志平
	注册资本：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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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31日，合肥江淮汽车制管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78,648,580.69元，负债总额为50,199,547.37元，净资产为128,449,033.32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301,259,865.43元，净利润25,528,194.02元。（经审计）
	9、黄山市江淮工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燕存露
	注册资本：叁佰柒拾伍万圆整
	主营业务：汽车零部件制造、销售；客车、农用车、通用机械、江淮系列货车、五金交电销售及售后服务。
	住址：黄山市徽州区永兴一路36号
	关联关系:其他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19年12月31日，黄山市江淮工贸有限公司总资产为48,817,754.13元，负债总额为47,432,551.88元，净资产为1,385,202.25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72,550,156.90元，净利润183,435.77元。（经审计）
	10、安徽江汽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陶伟
	注册资本：叁仟万元
	主营业务：预包装食品、酒销售，食用农产品销售，日化用品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项目投资（以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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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同受母公司控制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19年12月31日，安徽江汽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资产为63,616,230.00元，负债总额为20,002,322.94元，净资产为43,613,907.06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135,778,896.61元，净利润4,999,547.36元。（经审计）
	11、安徽江淮银联重型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德龙
	注册资本：伍仟万圆整
	主营业务：挖掘机、压路机、叉车、推土机、铲运机、工程机械、化工机械、通用机械及其零配件生产和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印刷机械、立体车场、特种车辆改装、钢结构、汽车工业装备的国内开发、制造、销售、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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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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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280,356.63元，负债总额为334,790,755.85元，净资产为80,489,600.78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680,957,777.27元，净利润-811,056.26元。（经审计）
	12、安徽江汽印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代浩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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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其他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19年12月31日，安徽江汽印刷有限公司总资产为36,136,695.65元，负债总额为4,173,875.44元，净资产为31,962,820.21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31,172,936.29元，净利润1,981,423.43元。（经审计）
	13、安徽星瑞齿轮传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项兴初
	注册资本：93371.1万元
	主营业务：齿轮箱及配件开发、制造、销售；变速器技术开发及研制；汽车零部件再制造、销售；普通机械配件制造及销售；普通货运及仓储；自有房屋出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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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六安市经济开发区皋城东路
	关联关系:同受母公司控制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19年12月31日，安徽星瑞齿轮传动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446,023,001.37元，负债总额为428,086,158.82元，净资产为1,017,936,842.55元，2019年份实现营业收入811,493,372.65元，净利润39,934,032.44元。（未经审计）
	14、昆明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绍同
	注册资本：10744.12万元
	主营业务：汽车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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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海口工业园区管委会二楼206号
	关联关系:下属联营企业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19年12月31日，昆明客车制造有限公司总资产为757,195,766.46元，负债总额为677,479,954.26元，净资产为79,715,812.20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22,240,755.62元，净利润-35,324,650.05元。（未经审计）
	15、江淮汽车（香港）有限公司
	办事处地址：香港九龙尖沙咀广东道17号海港城环球金融中心南座13A楼05-15室
	法定代表人：项兴初
	注册资本：10,000港元
	主营业务：汽车及零部件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投资、咨询服务。
	关联关系:同受母公司控制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19年12月31日，江淮汽车（香港）有限公司资产总额465,946,010.36元，负债总额466,713,391.93元，净资产-767,381.57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632,744,798.06元，净利润-10,241,235.70元。
	16、合肥汇凌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志平
	注册资本：壹仟伍佰万元
	主营业务：汽车消排气系统生产、维修、销售；汽车零部件加工、生产、销售、开发（除发动机）；汽车新技术及产品开发、应用。
	住址：安徽省合肥市东油路中段JAC凌大塘工业区
	关联关系:同受母公司控制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19年12月31日，合肥汇凌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总资产为91,951,309.41元，负债总额为35,611,019.74元，净资产为56,340,289.67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169,586,657.09元，净利润1,473,339.25元。（经审计）
	四、关联交易价格、定价原则和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