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券代码：600742      证券简称：一汽富维         公告编号：2020-029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鑫安保险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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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事项：放弃鑫安保险优先购买权 

 过去 12个月公司没有与其他关联人进行相同类别的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但不属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安保险”）为公司的参股公司, 公

司持有其 17.5%股权。鑫安保险股东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一汽夏利”）于 2020 年 6 月 18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重大资产出售方案，拟

将鑫安保险 17.5%股权置出至一汽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汽资

产”）。根据鑫安保险公司章程，公司对一汽夏利转让鑫安保险股权享有优先购买

权。公司九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鑫安保险优先购买权的议

案》。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 

鑫安保险为公司的参股公司，目前鑫安保险注册资本为 100,000万元，公司

持有 17.5%股权，公司关联方一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一汽夏利、一汽解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持有鑫安保险 20%、17.5%、

17.5%、17.5%股权。 

一汽夏利于 2020 年 6月 18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重大资产出售方案，拟将

鑫安保险 17.5%股权置出至一汽资产。根据鑫安保险公司章程，公司对一汽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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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鑫安保险股权享有优先购买权。 

2、构成关联交易 

一汽夏利拟将鑫安保险 17.5%股权置出至一汽资产，一汽资产为中国第一汽

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一汽”）全资子公司，中国一汽持有本公司

15.14%股份，公司放弃本次鑫安保险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3、审批情况 

公司九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放弃鑫安保险优先购买权的议

案》。由于本议案内容属关联交易,在此项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张丕杰

先生、王玉明先生、陈培玉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 6 人表决通过了该议案。

独立董事已就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九届十

六次监事会审议通过。 

4、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事项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5、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制度的规定，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

易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鑫安保险股权转让各方的基本情况  

（一）一汽夏利  

企业名称：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天津市西青区京福公路 578 号一区  

法定代表人：雷平  

注册资本：159,517.402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103071899G  

经营范围：轿车、汽车发动机、汽车零部件、内燃机配件的制造及其售后服

务；动力电池生产与销售；汽车电器、汽车装具、汽车水箱、汽车收录机制造、

加工；钣金件、冲压件加工、修理；汽车配件、橡胶件、五金工具、化工产品（危

险品及易制毒品除外）、日用百货、轮胎、电工器材零售兼批发；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品储存）；房屋租赁、劳务服务（不含涉外劳务）；机电设备租赁、汽车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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赁；车用燃气气瓶安装（取得特种设备安全监察部门许可后经营）；高科技产品

的开发、研制及生产；普通货运；商业的批发及零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

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自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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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技术除外）；

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品牌汽车（夏利、威姿、威乐、威志、骏派）

销售；汽车配件、汽车装具批发、零售；与汽车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商

务信息咨询。（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内经营，国

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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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历史沿革：一汽夏利成立于 1997 年 8 月，1999 年 7 月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挂牌上市  

最近一年财务指标：一汽夏利 2019 年度营业收入为 42,907.28 万元，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48,052.14 万元，2019 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为-138,672.86 万元。  

关联关系：中国一汽持有本公司 15.14%股份，中国一汽控股子公司中国第

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一汽夏利 47.73%股份。 

目前一汽夏利不存在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二）一汽资产  

企业名称：一汽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大街 1951 号  

法定代表人：全华强  

注册资本：51,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6616174118  

经营范围：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内部资产经营；产权经纪和实业投资

（不得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受托发放贷款、代客理财、融资担保等金融服

务业务，严禁非法集资等需前置审批业务；不得从事以任何方式公开募集和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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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建筑物、构筑物及设备的拆除（不含爆破）、装卸、搬运和仓储服务（不

含易燃易爆易制毒危险化学品的运输和仓储及须经许可审批的项目）；房屋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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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历史沿革：一汽资产成立于 2007 年 7 月  

最近一年财务指标：一汽资产 2019 年度营业收入为 30,576.74 万元，净

利润为 18,617.18 万元，2019 年末净资产为 233,599.42 万元。  

关联关系：中国一汽持有本公司 15.14%股份，一汽资产为中国一汽的全资

子公司。 

目前一汽资产不存在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鑫安保险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址：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生态大街 3688 号  

法定代表人：张影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593383034M  

经营范围：各种机动车辆保险业务；与机动车辆保险有关的其他财产保险业

务；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

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在许可证有效期内

从事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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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鑫安保险的财务状况 

项目 2020 年 4月 30 日 2019 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307,681.06 282,454.46  

负债总额 185,342.93 166,580.91  

净资产 122,338.13 115,873.55  

项目 2020 年 1-4月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20,867.76 50,810.99  

营业成本 13,084.19 36,401.73  

利润总额 7,784.73 14,426.63  

营业利润 7,783.57 14,409.27  

净利润 5,973.78 11,012.72  

注：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三）鑫安保险股权转让前后的股权结构  

序

号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  

1  
一汽资本控股有

限公司  
20,000.00  20.00 

一汽资本控股有  

限公司  
20,000.00   20.00 

2  
一汽解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17,500.00  17.50 

一汽解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17,500.00   17.50 

3  

长春一汽富维汽

车零部件股份有

限公司  

17,500.00  17.50 

长春一汽富维汽  

车零部件股份有

限公司  

17,500.00   17.50 

4  一汽夏利  17,500.00  17.50  一汽资产  17,500.00   17.50 

5  
富奥汽车零部件

股份有限公司  
17,500.00  17.50 

富奥汽车零部件  

股份有限公司  
17,500.00   17.50 

6  
吉林省华阳集团

有限公司  
3,250.00  3.25 

吉林省华阳集团  

有限公司  
3,250.00   3.25 

7  

唐山市冀东物贸

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2,250.00  2.25 

唐山市冀东物贸  

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2,250.00   2.25 

8  
辽宁惠华新业贸

易集团有限公司  
2,250.00  2.25 

辽宁惠华新业贸  

易集团有限公司  
2,250.00   2.25 

9  

北京联拓奥通汽

车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  

2,250.00  2.25 

北京联拓奥通汽  

车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  

2,250.00   2.25 

合计  100,000.00  100.00  合计  100,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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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目前鑫安保险不存在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四、本次鑫安保险股权转让定价依据  

根据北京中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并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报告，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鑫安保险 100%股权评估价值为 125,536.85

万元，一汽夏利持有的鑫安保险 17.5%股权评估价值为 21,968.95万元。  

一汽夏利向一汽资产出售鑫安保险 17.5%股权，是一汽夏利本次重组重大资

产出售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会单独作价。各方将参考一汽夏利本次重组重大

资产出售的拟出售资产整体评估值协商确定拟出售资产交易价格，并视过渡期间

损益的专项审计结果确定是否向一汽夏利进行补偿。  

 

五、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放弃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不会导致公司持有鑫安保险股权比例

发生变化，且一汽夏利将所持鑫安保险 17.5%股权置出至一汽资产，不会导致本

公司与鑫安保险的关联关系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资产、负债或经营成果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九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决议； 

2、经公司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3、公司九届十六次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0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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