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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80               证券简称：凌云股份              编号：临 2019-013 

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及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是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经营行为，

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协商定价，公平合理，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资

产独立性等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9年4月2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对《关于2019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关联董事赵延成、罗开全、李志

发、牟月辉、李广林、何瑜鹏回避了对此事项的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

该项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涉及关联交易的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

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过公司独立董事及审计委员会事前认可。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遵循了公平、自愿、合理

的交易原则，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业务顺利开展的需要，关联交易价格公平合理，

符合公司的利益，不会损害其它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审议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

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情况，相关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审计委员会认为：2019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基于公司持续经营发展

需要，有利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业务开展，关联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以市场

价格为依据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公允、合理，协议签署公平、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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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一

步划分 
关联人  预计金额  

本年实际

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

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采购商品

及接受劳

务 

管道系统管件、材料 
上海乔治费歇尔亚大塑料管

件制品有限公司 
 15,520   14,656   

劳务服务 
上海乔治费歇尔亚大塑料管

件制品有限公司 
 45   34   

原材料 

中国兵工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7,101   7,222   

北京北方长城光电仪器有限

公司 
 40   40   

外购件 河北燕兴机械有限公司  3,837   1,117  
 北方悬置公

司采购量降低  

检测服务 河北太行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12   3   

工程款 
中国五洲工程设计集团有限

公司 
  1,370   新增关联方  

技术研究费 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   250   新增业务  

手续费 中兵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92   新增业务  

展览费、验收费 
北京北方华宇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35   新增关联方  

设计费 
北方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24   新增关联方  

培训费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人才研究

中心 
  18   新增关联方  

材料 中国北方发动机研究所   116   新增关联方  

能源 江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210   新增关联方  

网站运维费 中国兵器工业信息中心   7   新增关联方  

小计  26,555   25,194   

销售商品

及能源供

应 

塑料管道系统 
上海乔治费歇尔亚大塑料管

件制品有限公司 
 20   226   

橡胶管路系统 
北京北方长城光电仪器有限

公司 
 131   210   

能源供应 

耐世特凌云驱动系统（涿州）

有限公司 
 1,541   1,403   

上海乔治费歇尔亚大塑料管

件制品有限公司 
 20   5   节约能源  

原材料 
上海乔治费歇尔亚大塑料管

件制品有限公司 
  71   新增业务  

塑料管道系统 北京北方光电有限公司   170   新增关联方  

模具费 中兵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4,665   新增业务  

汽车零部件 北奔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642   新增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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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管道系统 中国北方车辆有限公司   1,039   新增关联方  

汽车零部件 北京北方车辆集团有限公司   284   新增关联方  

汽车零部件 包头中兵物流有限公司   217   新增业务  

塑料管道系统 中兵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89   新增关联方  

塑料管道系统 
北京北方长城光电仪器有限

公司 
  52   新增业务  

机器人零件 中国北方发动机研究所   53   新增关联方  

小计  1,712   11,126   

提供劳务

及其他 

劳务服务 

耐世特凌云驱动系统（涿州）

有限公司 
 217   218   

耐世特凌云驱动系统（芜湖）

有限公司 
 104   104   

其他劳务 

上海乔治费歇尔亚大塑料管

件制品有限公司 
 22   79   

河北燕兴机械有限公司  15   4   

商标使用费 
上海乔治费歇尔亚大塑料管

件制品有限公司 
  193   

小计  358   598   

租赁业务 

办公楼、工房及库房

出租 

耐世特凌云驱动系统（涿州）

有限公司 
 211   211   

北方凌云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7   

承租厂房 

上海乔治费歇尔亚大塑料管

件制品有限公司 
 45   45   

江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287   新增关联方  

融资租赁 中兵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2,105   2,431   

小计  2,361   2,981   

存贷款业

务 

贷款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53,600   164,570   

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   1,000   新增业务  

存款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60,000   154,543   

委托贷款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80,000   40,860   

票据贴现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30,000   26,980   

小计  523,600   387,953   

合计  554,586   427,852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

务等进一步

划分 

关联人 
 本次预计

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采购商

品及接

受劳务 

原材料 

上海乔治费歇尔亚大塑料

管件制品有限公司 
  16,768  1.9%    14,656  1.7% 

兵器集团及其附属企业    6,424  0.7%     7,338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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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集团及其附属企业    1,242  0.1%     1,157  0.1% 

劳务及 

服务费 

上海乔治费歇尔亚大塑料

管件制品有限公司 
       3  0.0%        34  0.1% 

凌云集团及其附属企业        2  0.0%         3  0.0% 

兵器集团及其附属企业      393  0.7%       426  0.8% 

工程费 兵器集团及其附属企业    1,200  14.0%     1,370  16.0% 

燃料动力 兵器集团及其附属企业      296  1.8%       210  1.3% 

小计   26,327       25,194    

销售商

品及能

源供应 

汽车零部件、

塑料管道系

统及其他产

品 

上海乔治费歇尔亚大塑料

管件制品有限公司 
     196  0.0%       226  0.0% 

凌云集团及其附属企业       20  0.0%       262  0.0% 

兵器集团及其附属企业    8,645  0.7%     9,159  0.8% 

原材料 
上海乔治费歇尔亚大塑料

管件制品有限公司 
     100  0.4%        71  0.3% 

燃料动力 

耐世特凌云驱动系统（涿

州）有限公司 
   1,400  58.7%     1,403  58.9% 

上海乔治费歇尔亚大塑料

管件制品有限公司 
       5  0.2%         5  0.2% 

小计   10,366       11,126    

提供劳

务及其

他 

劳务及维修

费 

耐世特凌云驱动系统（涿

州）有限公司 
     218  43.1%       218  43.1% 

耐世特凌云驱动系统（芜

湖）有限公司 
     104  20.5%       104  20.5% 

上海乔治费歇尔亚大塑料

管件制品有限公司 
      93  18.5%        79  15.6% 

凌云集团及其附属企业        5  0.2%         4  0.2% 

商标使用费 
上海乔治费歇尔亚大塑料

管件制品有限公司 
     200  95.5%       193  92.2% 

小计      621          598    

租赁业

务 

出租业务 

耐世特凌云驱动系统（涿

州）有限公司 
     211  26.1%       211  26.1% 

凌云集团及其附属企业        4  0.5%         7  0.9% 

承租业务 

上海乔治费歇尔亚大塑料

管件制品有限公司 
      45  0.6%        45  0.6% 

兵器集团及其附属企业      312  3.9%       287  3.6% 

融资租赁 兵器集团及其附属企业    5,643  100.0%     2,431  100.0% 

小计    6,215        2,981    

存贷款

及票据

业务 

贷款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  76.7%   164,570  42.1% 

兵器集团及其附属企业    2,000  0.5%     1,000  0.3% 

存款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80,000  84.2%   154,543  72.3% 

委托贷款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80,000  100.0%    40,860  100.0% 

票据贴现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50,000  59.5%    26,980  32.1% 

小计  612,000      387,953    

合计  655,528      427,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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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 

1、公司名称：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兵器集团”） 

关联关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 46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焦开河 

注册资本：3,830,000 万元 

经营范围：坦克装甲车辆、火炮、火箭炮、火箭弹、导弹、炮弹、 枪弹、

炸弹、航空炸弹、深水炸弹、引信、火工品、火炸药、推进剂、 战斗部、火控

指控设备、单兵武器、民用枪支弹药的开发、设计、制 造、销售；国有资产投

资及经营管理；夜视器材、光学产品、电子与 光电子产品、工程爆破与防化器

材及模拟训练器材、车辆、仪器仪表、 消防器材、环保设备、工程与建筑机械、

信息与通讯设备、化工材料 （危险品除外）、金属与非金属材料及其制品、工

程建筑材料的开发、 设计、制造、销售；设备维修；民用爆破器材企业的投资

管理；货物 仓储、工程勘察设计、施工、承包、监理；设备安装；国内展览；

种 殖业、养殖业经营；农副产品深加工；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开发、 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进出口业务；承包境外工业工程和 境内国际招标工

程。 

2、公司名称：北方凌云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凌云集团”） 

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住所：河北省涿州市松林店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延成 

注册资本：24,450 万元 

经营范围：汽车、摩托车零部件、塑料管道及相关设备、高压电器设备零部

件制造；机加工；集团内部能源管理（只限分支机构经营）；房租租赁（只限自

有房屋）；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

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

技术除外）。（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须报经批准的项目，未获批

准前不准经营。） 

3、公司名称：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兵工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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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下属企业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青年湖南街 19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史艳晓 

注册资本：317,000 万元 

金融许可证号：L10111000H0011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

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

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

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

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对金融机

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

债券；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成员单位开展外汇资金

集中管理及即期结售汇业务（包括自身结售汇业务和对成员单位的结售汇业务）。 

4、公司名称：上海乔治费歇尔亚大塑料管件制品有限公司（简称“上海亚

大管件”） 

关联关系：本公司参股公司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志路 1488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赵延成 

注册资本：700 万美元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工程塑料管件及其配套件和相应机具，销售公司自

产产品，并提供相关售后服务。 

5、公司名称：耐世特凌云驱动系统（涿州）有限公司（简称“耐世特凌云

（涿州）”） 

关联关系：本公司参股公司 

住所：河北省涿州市松林店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李军 

注册资本：2,2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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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生产汽车用等速半轴及其零部件，销售本公司产品；从事同类

商品和材料的销售、进出口及相关业务。 

6、公司名称：耐世特凌云驱动系统（芜湖）有限公司（简称“耐世特凌云

（芜湖）”） 

关联关系：本公司参股公司 

住所：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淮海路 18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李军 

注册资本：2,240 万美元 

主营业务：生产和销售驱动系统、等速万向节产品及相关的汽车零部件并

提供有关售后和技术服务。 

（二）关联关系 

兵器集团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兵器集团附属企业与本公司隶属于同一最终

控制方；凌云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凌云集团附属企业与本公司隶属于同一母

公司；上海亚大管件、耐世特凌云（涿州）、耐世特凌云（芜湖）、为本公司参

股公司，本公司部分董事为该四家公司的关联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本公司与上述公司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 

在前期同类关联交易中，关联方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履约

能力，并能按约定执行相关协议。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采购商品及接受劳务 

根据协议，上海亚大管件为本公司的产品及劳务；凌云集团及其附属企业为

本公司提供劳务及服务；兵器集团附属企业承包本公司建设工程项目；兵器集团

附属企业为本公司供应能源。 

2、销售商品及能源供应 

根据协议，本公司部分控股子公司为上海亚大管件提供原材料、塑料管道等

产品；本公司之子公司为凌云集团及其附属企业提供部分汽车零部件产品；本公

司及本公司子公司为兵器集团附属企业提供汽车零部件产品、塑料管道系统产

品；本公司为耐世特凌云（涿州）供应生产经营所用的水、电、压缩空气、蒸汽

等能源；本公司之子公司为上海亚大管件供应生产经营所用的水。前述能源供应

价格以市场价为基础由双方协商确定，遇有国家政策性调整时再行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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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供劳务及其他 

根据协议，本公司为耐世特凌云（涿州）及耐世特凌云（芜湖）提供劳务服

务，劳务价格以市场价为基础由双方协商确定，遇有国家政策性调整时再行核定；

本公司为上海亚大管件、凌云集团及其附属企业提供部分其他劳务。 

4、租赁业务 

本公司与耐世特凌云（涿州）签有房屋租赁协议，协议价格及期限双方协商

确定；本公司之子公司上海亚大汽车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与上海亚大管件签有房屋

租赁协议，协议价格及期限双方协商确定；本公司与凌云集团签有房屋租赁协议，

协议价格及期限双方协商确定；本公司之子公司与兵器集团附属企业签有房租租

赁协议，协议价格及期限双方协商确定；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与兵器集团附属

企业签有设备及模具融资租赁协议，协议价格及期限双方协商确定。 

5、存贷款及票据业务 

根据日常经营需要，本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在兵工财务及兵器集团附属企业办

理融资、存款等业务。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2019 年关联交易预计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目的是保证公司生产经营持续

有效进行。关联方的选择基于对其经营管理、资信状况的了解以及地域的便利条

件，有助于降低采购、销售成本以及拓宽融资渠道等。关联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基

础协商定价，公平合理，不会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的利益。此项关联交易对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独立性等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且不会对关联方形

成较大依赖。 

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审计委员会意见。 

 

特此公告。 

 

                              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