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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68           证券简称：*ST 安凯           公告编号：202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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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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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一）的

议案》。关联董事履行了回避表决。 

议案（3）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将放

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议案的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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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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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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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7.07 万元，公司及子公司向下述关

联方采购商品或接受劳务 40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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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于公司与四川达清客车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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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达清客车有限公司 配件 

2,000 0 0 

销售整车及配件 
四川达清客车有限公司 整车及其他 

1,000 0 2,398.77 

（2）关于公司与安徽中安汽车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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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劳务 安徽中安汽车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服务 
2,800 0 406.96 

（3）关于公司与六安市惠民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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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整车、配

件或提供劳务 
六安市惠民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 

整车、配件及相关

服务 4,500 0 18.30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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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整

车配件

及其他 

四川达清客车有限

公司 

整车及其

他 2,398.77 2,000 0.71% 19.94% 

2019年 2

月 28日，

巨潮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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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市惠民公共交

通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劳务 

18.30 4,500 0.01% -99.59%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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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配

件或接

受劳务 

安徽中安汽车融资

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406.96 2,800 0.13% -8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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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达清客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查保应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主营业务：接受委托汽车整车制造、销售；汽车零部件制造、销售；汽车配件销

售； 农业机械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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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下属联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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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四川达清客车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48,453,282.07 元，负债总额为 69,616,872.75 元，净资产为 78,836,409.32 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23,040,151.85 元，净利润-6,912,133.84 元。（经审计） 

2、安徽中安汽车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琦 

注册资本：壹拾亿人民币元整  

主营业务：：汽车及相关产品的融资租赁业务；其他融资租赁业务；与主营业务

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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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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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合肥市经开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繁华大道 266 号 基金大厦  

关联关系: 下属联营企业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12月 31 日，安徽中安汽车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总

资 产 为 1,174,232,367.99 元 ， 负 债 总 额 为 148,989,176.58 元 ， 净 资 产 为

1,025,243,191.41 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29,676,503.15 元，净利润 24,612,666.46

元。（经审计） 

3、六安市惠民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勇 

注册资本：壹亿柒仟柒佰柒拾贰万圆整  

主营业务：公共交通客运；汽车零部件销售；汽车租赁，机动车维修经营；场站

租赁；电动汽车充电服务；车辆广告位和电子广告屏出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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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市皖西东路城投大厦 12楼  

关联关系: 下属联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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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12月 31 日，六安市惠民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总资

产为 679,002,773.11 元，负债总额为 504,100,643.54 元，净资产为 174,902,129.57

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31,213,771.34 元，净利润-2,058,481.1 元。（经审计）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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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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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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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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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届三十四次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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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七届二十四次监事会逐项审议通过，在董事会对上述议案进行表决时，子议案（1）、

（3）关联董事张汉东先生、王楠女士、江瀚先生履行了回避义务；子议案（2）关联董

事戴茂方先生、张汉东先生、查保应先生、李永祥先生、王德龙先生、王楠女士、江瀚

先生履行了回避义务。子议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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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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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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