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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68          证券简称：ST 安凯          公告编号：2021-022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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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3月 19日，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八届

董事会第四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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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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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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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275万元，

预计公司及子公司向下述关联方采购商品或接受劳务 50,200万元。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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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57.65万元，公司及子公司向下述关

联方采购商品或接受劳务 14,731.1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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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639.15 9,849.62 

合肥江淮铸造有限责任公司 配件 
3,500  167.78 

安徽凯翔座椅有限公司 座椅 
5,000 327.07 3,108.30 

湖南亚太实业有限公司 配件及设备 
3,000 170.27 1,509.18 

安徽星瑞齿轮传动有限公司 配件 
4,500  11.46 

合肥美桥汽车传动及底盘系统有限公司 配件 
3,000   

安徽江汽物流有限公司 运费 
600  30.58 

合肥江淮汽车制管有限公司 配件 
450 8.31 49.36 

安徽江汽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食品 
150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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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5.52 10,436.80 

昆明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整车及其他 
10,000  11.43 

江淮汽车（香港）有限公司 整车及其他 
100,000   

合肥汇凌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配件 
50 0 9.96 

安徽江汽物流有限公司 配件 
50   

合肥同大江淮汽车车身有限公司 其他 
2,000 0 8.86 

安徽凯翔座椅有限公司 租赁费 
100 7.31 90.6 

湖南亚太实业有限公司 配件 
7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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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配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底盘、配

件等 
9,849.62 50,000 

3.69% -80.30% 2020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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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或接

受劳务 

合肥江淮铸造有限责任公司 配件 167.78 5,500 
0.06% -96.95% 月 17 日，

巨潮资讯

网

http://ww

w.cninfo.

com.cn 公

告编号：

2020-020 

安徽凯翔座椅有限公司 座椅 3,108.30 5,000 
1.16% -37.83% 

湖南亚太实业有限公司 
配件及设

备 
1,509.18 4,000 

0.57% -62.27% 

安徽安凯福田曙光车桥有限公

司 
车桥 1,068.58 12,000 

0.40% -91.10% 

安徽江淮兴业餐饮服务有限公

司 
餐费 789.65 900 

0.30% -12.26% 

安徽兴业汇众贸易有限公司 食品 4.5 200 
0.00% -97.75% 

安徽江汽物流有限公司 运费 30.58 1,000 
0.01% -96.94% 

合肥江淮汽车制管有限公司 配件 49.36 450 
0.02% -89.03% 

黄山市江淮工贸有限公司 配件 276.59 500 
0.10% -44.68% 

安徽江汽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食品 4.83 150 
0.00% -96.78% 

安徽江淮银联重型工程机械有

限公司 
配件 13.81 100 

0.01% -86.19% 

江汽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劳务 33.37 50 
0.01% -33.26% 

安徽星瑞齿轮传动有限公司 配件 11.46 50 
0.00% -77.08% 

销售整

车或配

件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配件 10,436.80 30,000 

3.20% -65.21% 2020 年 3

月 17 日，

巨潮资讯

网

http://ww

w.cninfo.

com.cn 公

告编号：

昆明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整车及其

他 
11.43 40,000 

0.00% -9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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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54 20,000 

0.31% -94.98% 

合肥汇凌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配件 9.96 50 
0.00% -8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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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9 80 

0.01% -49.64% 

安徽凯翔座椅有限公司 租赁费 76.15 100 

0.02% -2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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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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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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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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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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9 月 30 日，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45,925,667,807.64 元 ， 负 债 总 额 为 32,023,441,697.01 元 ， 净 资 产 为

13,902,226,110.63元，2020年 1-9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30,809,641,753.93 元，净利润

42,354,403.52元。（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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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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合肥江淮铸造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 

539,404,794.57元，负债总额为 91,284,470.12 元，净资产为 448,120,324.45 元，2020

实现营业收入 680,332,251.08 元，净利润 36,397,5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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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安徽凯翔座椅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1,016,578.95 元，负债总额为 17,090,063.52 元，净资产为 3,926,515.43 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31,130,537.01 元，净利润 71,03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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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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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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2月 31日，湖南亚太实业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71,856,857.42元，负债总额为 128,911,597.38 元，净资产为 142,945,260.04 元，

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118,794,107.54 元，净利润-12,392,329.99元。（未经审计） 

5、安徽江汽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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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安徽江汽物流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749,707,088.84 元，负债总额为 319,189,931.94 元，净资产为 430,517,156.90 元，

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882,096,704.96 元，净利润 17,490,011.94元。（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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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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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合肥江淮汽车制管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04,613,383.90元，负债总额为 47,135,708.07 元，净资产为 157,477,675.83 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352,261,364.49 元，净利润 31,111,954.63元。（经审计）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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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2月 31日，安徽江汽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59,938,917.38元，负债总额为 10,542,233.83 元，净资产为 49,396,683.55 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113,104,916.21 元，净利润 5,782,776.49 元。（经审计） 

8、合肥美桥汽车传动及底盘系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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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陶诚 

注册资本：35003.9 万元 

主营业务：开发、制造和销售汽车车桥系统、取力器、悬挂系统和其他车用零部

件；提供售后服务、技术支持及其他客户服务；进口与公司生产的产品相同或类似的产

品，并进行批发零售；仓储服务；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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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工业区上海路 9 号 

关联关系:其他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合肥美桥汽车传动及底盘系统有限公司

总资产为 859,417,301.96 元，负债总额为 508,610,046.09 元，净资产为

350,807,255.87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992,239,322.54 元，净利润 10,401,140.15

元。（经审计） 

9、安徽星瑞齿轮传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世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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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安徽星瑞齿轮传动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411,638,061.49 元，负债总额为 383,368,824.81 元，净资产为 1,028,269,236.68

元，2020年份实现营业收入 942,812,645.79元，净利润 10,512,223.48 元。（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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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昆明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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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昆明客车制造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700,941,532.67元，负债总额为 686,186,854.83 元，净资产为 14,754,677.84 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67,952,258.80 元，净利润-63,710,531.00 元。（未经审计）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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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江淮汽车（香港）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431,649,726.28 元，负债总额 417,035,938.54 元，净资产 14,613,787.74 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547,993,798.95 元，净利润 15,451,398.56 元。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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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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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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2月 31日，合肥汇凌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94,977,508.81元，负债总额为 32,026,220.35 元，净资产为 62,951,288.46 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184,055,379.32 元，净利润 5,877,162.49 元。（经审计） 

13、合肥同大江淮汽车车身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华 

注册资本：12000 万元 

主营业务：汽车、农用车车身及车身配套件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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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址：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同大镇魏荡村 

关联关系:同受母公司控制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合肥同大江淮汽车车身有限公司总资产

为 279,320,877.22元，负债总额为 74,998,192.09 元，净资产为 204,322,685.13 元，

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429,282,119.63 元，净利润 6,511,217.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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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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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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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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届四次董事会和

八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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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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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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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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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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凯客车八届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安凯客车八届四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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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届董事会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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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3 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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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日，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45,925,667,807.64元，负债总额为32,023,441,697.01元，净资产为13,902,226,110.63元，2020年1-9月份实现营业收入30,809,641,753.93元，净利润42,354,403.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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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31日，合肥江淮铸造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 539,404,794.57元，负债总额为91,284,470.12元，净资产为448,120,324.45元，2020实现营业收入680,332,251.08元，净利润36,397,501.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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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31日，安徽凯翔座椅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1,016,578.95元，负债总额为17,090,063.52元，净资产为3,926,515.43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31,130,537.01元，净利润71,034.69元。（经审计）
	5、安徽江汽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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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31日，安徽江汽物流有限公司总资产为749,707,088.84元，负债总额为319,189,931.94元，净资产为430,517,156.90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882,096,704.96元，净利润17,490,011.94元。（经审计）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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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31日，合肥江淮汽车制管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04,613,383.90元，负债总额为47,135,708.07元，净资产为157,477,675.83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352,261,364.49元，净利润31,111,954.63元。（经审计）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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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31日，安徽江汽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资产为59,938,917.38元，负债总额为10,542,233.83元，净资产为49,396,683.55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113,104,916.21元，净利润5,782,776.49元。（经审计）
	8、合肥美桥汽车传动及底盘系统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陶诚
	注册资本：35003.9万元
	主营业务：开发、制造和销售汽车车桥系统、取力器、悬挂系统和其他车用零部件；提供售后服务、技术支持及其他客户服务；进口与公司生产的产品相同或类似的产品，并进行批发零售；仓储服务；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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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工业区上海路9号
	关联关系:其他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0年12月31日，合肥美桥汽车传动及底盘系统有限公司总资产为859,417,301.96元，负债总额为508,610,046.09元，净资产为350,807,255.87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992,239,322.54元，净利润10,401,140.15元。（经审计）
	9、安徽星瑞齿轮传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世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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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31日，安徽星瑞齿轮传动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411,638,061.49元，负债总额为383,368,824.81元，净资产为1,028,269,236.68元，2020年份实现营业收入942,812,645.79元，净利润10,512,223.48元。（经审计）
	10、昆明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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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31日，昆明客车制造有限公司总资产为700,941,532.67元，负债总额为686,186,854.83元，净资产为14,754,677.84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67,952,258.80元，净利润-63,710,531.00元。（未经审计）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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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31日，江淮汽车（香港）有限公司资产总额431,649,726.28元，负债总额417,035,938.54元，净资产14,613,787.74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547,993,798.95元，净利润15,451,398.56元。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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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31日，合肥汇凌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总资产为94,977,508.81元，负债总额为32,026,220.35元，净资产为62,951,288.46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184,055,379.32元，净利润5,877,162.49元。（经审计）
	13、合肥同大江淮汽车车身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华
	注册资本：12000万元
	主营业务：汽车、农用车车身及车身配套件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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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址：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同大镇魏荡村
	关联关系:同受母公司控制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0年12月31日，合肥同大江淮汽车车身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79,320,877.22元，负债总额为74,998,192.09元，净资产为204,322,685.13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429,282,119.63元，净利润6,511,217.04元。（经审计）
	四、关联交易价格、定价原则和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