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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上柴股份  上柴 B股  股票代码：600841  900920  编号：临 2020-016 

 

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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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柴股份”）

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

方式购买上汽依维柯商用车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依投”）、上

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依红”）及上汽菲亚特

红岩动力总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菲红”）的全部或部分股权，

同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 

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

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有关规定，经公司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一)开市起停牌，

停牌时间不超过 10 个交易日。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筹划

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将积极推进各项工作，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在停牌期限届满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重

大资产重组》要求的重组预案，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二、本次重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初步确定的交易标的包括上依投、上依红及上菲红，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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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标的的基本情况如下： 

1、上汽依维柯商用车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上汽依维柯商用车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78666965 

法定代表人 蓝青松 

注册资本 22,450 万美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宁桥路 615 号 3

幢 

成立时间 2006年 9 月 12日 

经营期限 2006年 9 月 12日至 2036 年 9 月 11日 

经营范围 

一、在商用车、柴油发动机和零部件等领域

从事投资。二、受所投资企业的书面要求向

所投资企业提供下列服务（经所投资企业董

事会一致通过）：1、协助或代理所投资企业

购买机器、工业设备、办公设备、原材料、

零部件，销售产品，向国内外客户提供相关

的售后服务；2、在国家外汇管理部门的同意

和监督下，在所投资企业之间平衡外汇；3、

在生产、销售和市场开发过程中向所投资企

业提供技术支持、员工培训、内部人事管理

等服务；4、为所投资企业筹措贷款、提供担

保。三、在中国境内开展新产品和先进技术

的研发活动，转让研究成果，提供相关技术

服务。四、为投资者及其关联公司提供市场

信息和投资政策的咨询服务。五、从其母公

司及其关联公司接受服务外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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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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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745344545F 

法定代表人 蓝青松 

注册资本 人民币 310,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 重庆市北部新区黄环北路 1号 

成立时间 2003年 1 月 28日 

经营期限 2003年 1 月 28日至 2037 年 6 月 13日 

经营范围 

开发、制造、销售汽车（不含九座及以下乘

用车）及零部件，汽车组装、改装及售后服

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

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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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上汽菲亚特红岩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上汽菲亚特红岩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663554223F 

法定代表人 蓝青松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8,0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 重庆市北部新区黄环南路 1号 

成立时间 2007年 6 月 14日 

经营期限 2007年 6 月 14日至 2037 年 6 月 14日 

经营范围 
柴油发动机及其零部件的设计、开发、生产、

装备和销售，提供相关服务和技术咨询服务。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初步确定的交易对方包括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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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上汽集团”）、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重庆机电”）及上依投，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如下： 

1、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132260250X 

法定代表人 陈虹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168,346.1365 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松涛路 563 号 1

号楼 509室 

成立时间 1984年 4 月 16日 

经营期限 1984年 4 月 16日至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 

汽车，摩托车，拖拉机等各种机动车整车，

机械设备，总成及零部件的生产、销售，国

内贸易（除专项规定），咨询服务业，以电子

商务方式从事汽车整车，总成及零部件的销

售，从事网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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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企业包括本企业

控股的成员企业，汽车租赁及机械设备租赁，

实业投资，期刊出版，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

告，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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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 

公司名称 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450417268U 

法定代表人 王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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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人民币 184,288.498166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 重庆市北部新区黄山大道中段 60 号 

成立时间 2000年 8 月 25日 

经营期限 2000年 8 月 25日至永久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对市国资委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

产经营、管理，销售汽车(不含小轿车）及零

部件、电器机械及器材、电子产品、冶金产

品（国家有专项管理规定的产品除外）及其

设备、环保设备，建筑材料、化工产品及原

料（不含化学危险品），五金、交电，房屋租

赁，机电、冶金、环保技术咨询服务，（以下

范围由集团公司所属具有资质许可资格的企

业经营）汽车（不含小轿车）及零部件、机

械、电子、冶金产品的开发，制造，销售，

物业管理，进出口贸易（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上汽依维柯商用车投资有限公司 

关于上依投的基本情况请参考本公告之“二、本次重组的基本情

况”之“（一）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之“1、上汽依维柯商用车投

资有限公司”。 

（三）交易方式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汽集团持有的上依投 50%股

权，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上汽集团、重庆机电及上依

投合计持有的上依红 100%股权；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重庆机电

持有的上菲红 10%股权，同时，募集配套资金。 

 

三、本次重组的意向性文件 

2020 年 12 月 21 日，上柴股份分别与本次交易的相关各方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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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关于本次交易的框架协议或意向协议，约定公司通过发行股份的方

式购买上汽集团持有的上依投 50%股权；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

汽集团持有的上依红 56.96%股权、购买重庆机电持有的上依红 34%

股权，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上依投持有的上依红 9.04%股权；通

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重庆机电持有的上菲红 10%股权。 

上述框架协议及意向协议为本次交易的相关方就本次交易达成

的初步意向，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及相关条款由交易各方另行协商并

签署正式交易文件确定。 

 

四、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本次重组仍处于筹划阶段，交易各方尚未签署正式的

交易协议，具体交易方案仍在协商论证中。本次重组尚需履行必要的

内部决策程序，并需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能否实施

尚存在不确定性，有关信息均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停牌申请； 

2、本次重组相关的框架协议及意向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2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