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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完成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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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在 2019年度股东大会上通过，现将 2020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数据列示如下： 

 

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完成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0 年预计金额 

2020 年 

实际金额 

2020 年实际比 2020 

预计增加（%） 

采购业务 

长春一汽富维安道拓汽车金属零部件

有限公司 
75,819～90,983  104,919  15.32～38.38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32,332～38,798  40,827  5.23～26.27 

一汽奔腾轿车有限公司 8,359～10,031  5,974  -40.44～-28.53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6,322～7,586  8,105  6.85～28.21 

长春一汽富维高新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18,037～21,644  21,454  -0.88～18.94 

长春一汽宝友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 9,072～10,886  11,294  3.74～24.49 

长春富维梅克朗汽车镜有限公司 874～1,049  928  -11.53～6.19 

长春旭阳富维安道拓汽车座椅骨架有

限责任公司 
25,000～30,000  22,214  -25.95～-11.14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00～1,440  1,742  21.00～45.20 

其他关联方 1,176～1,411  4,136  193.13～251.71 

合计 178,191～213,828  221,594  3.63～24.36 

接受劳务 

长春一汽实业索迪斯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 
620～744  553  -25.65～-10.78 

长春一汽鞍井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 200～240  181  -24.62～-9.54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84～341  1  -99.63～-99.55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20～144  318  120.55～164.66 

长春一汽综合利用股份有限公司 512～614  419  -31.74～-18.14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123～148  64  -56.43～-47.58 

其他关联方 419～503  472  -6.23～12.57 

合计 2,278～2,734  2,008  -26.55～-11.84 

销售业务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1,165,258～1,398,309  1,198,596  -14.28～2.86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9,339～71,207  93,310  31.04～57.25 

一汽奔腾轿车有限公司 104,828～125,794  67,481  -46.36～-35.63 

四川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92,851～111,421  120,694  8.32～29.99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61,162～193,394  261,736  35.34～62.41 

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68,044～81,653  64,471  -21.04～-5.25 

长春一汽综合利用股份有限公司 1,284～1,541  1,880  22.00～46.42 

其他关联方 442～530  2,367  346.63～435.55 



合计 1,653,208～1,983,849  1,810,535  -8.74～9.52 

提供劳务 

合营联营公司 1,827～2,192  1,514  -30.93～-17.13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1,872～2,246  2,006  -10.67～7.17 

其他关联方 100～120  338  181.87～238.24 

合计 3,799～4,558  3,858  -15.35～1.57 

关联存款 

期末余额 
一汽财务有限公司 19,000～22,800  20,965  -8.05～10.34 

关联贷款 

期末余额 
一汽财务有限公司 20,000～24,000    -100.00～-100.00 

 

向关联方采购业务实际金额比计划金额净增加 7,766万元，增加 3.63%，主要是与长春一汽富

维安道拓汽车金属零部件有限公司的采购业务增加 13,936万元所致，由于产量增加导致实际采购比

原计划采购增加。 

 关联方信息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方情况 

1 
中国第一汽车

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留平 

注册资本：3,540,000 万元 

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东风大街 8899 号 

主营业务：汽车及零部件（包含新能源汽车及与其相关的电池、电机、电控，不含易燃易爆

危险化学品）、智能产品及设备、铸锻件毛坯等的开发、设计、试验、检测检定、制造及再

制造、销售；机械加工；工具、模具及设备等的设计、研发及制造；工程技术研究、设计、

工程建筑等业务组织和投资管理及服务；物流、仓储、租赁、能源、回收利用、二手车等相

关衍生业务（不含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咨询、技术、商务、进出口（不含出版物进口业

务；不包括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软件及信息、劳务服务（不含

对外劳务合作经营和国内劳务派遣）。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四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 15,535,155 万元，净资产 15,050,594 万元，营

业收入 68,694 万元,净利润 481,429 万元。  

2 
中国第一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留平 

注册资本：7,8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东风大街 8899 号 

主营业务：汽车制造及再制造、新能源汽车制造；发动机、变速箱等汽车零部件的设计、开

发、制造、销售；金属铸锻、模具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与试验；专业技术服务；计算机及软

件服务；火力发电及电力供应；热力生产和供应；水和燃气供应；道路货物运输；仓储业；

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及车用材料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广告设计制作发布；商务

服务；劳务服务；汽车及二手车销售。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下属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 23,336,865 万元，净资产 20,795,988 万元，营

业收入 2,170,834 万元，净利润 1,282,029 万元。 

3 
一汽解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汉杰 

注册资本：460,967 万元 

注册地址：长春东风大街 2259号 

主营业务：研发、生产和销售中重型载重车、整车、客车、客车底盘、中型卡车变形车、汽

车总成及零部件、机械加工、柴油机及配件（非车用）、机械设备及配件、仪器仪表设备，

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安装维修机械设备，机械设备和设施租赁，房屋和厂房租赁，劳务

（不含对外劳务合作经营和国内劳务派遣），钢材、汽车车箱、五金交电、电子产品销售，



内燃机检测，工程技术研究及试验，广告设计制作发布，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不包括

出版物进口业务及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以下各项由分公司经

营）中餐制售、仓储物流（不含易燃易爆和易制毒危险化学品）、汽车修理、化工液体罐车

罐体制造、汽车车箱制造。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下属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4 
四川一汽丰田

汽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勇 

注册资本：324,100 万元 

注册地址：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区南三路 222 号 

主营业务：制造、组装客车、客车底盘及乘用车以及其零部件；研究开发新产品；在境内外

销售产品及提供相关售后服务。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下属子公司的合营企业，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

则》第 10.1.3 条第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 1,351,920 万元，净资产 565,426 万元，营业收

入 3,020,990 万元，净利润 259,152 万元。 

5 
一汽大众汽车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留平 

注册资本：2,428,200 万元 

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东风大街安庆路 5 号 

主营业务：大众、奥迪和捷达系列乘用车及其零部件（包括但不限于发动机、传动器、电池

和电机）、附件和设备开发和制造；汽车及其零部件、设备及其备件进出口；汽车、备件

（包括但不限于电池、电机、危险化学品和维修技术资料）、附件和设备销售；售后服务；

仓储和运输；汽车及其零部件的设计、开发、试验和试制技术服务及咨询，材料、零部件、

整车相关性能检测与分析；企业业务和管理培训；不动产租赁。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下属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 18,195,788 万元，净资产 6,417,823 万元，营业

收入 35,882,468 万元，净利润 3,019,682 万元。 

6 
天津一汽丰田

汽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留平 

注册资本：196,520 万美元 

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 9 大街 81 号 

主营业务：乘用车及其零部件的开发、制造以及合营公司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销售和售后服

务；汽车零部件（整车除外）的批发（不设店铺）、佣金代理（拍卖除外）、维修、售后服

务以及其他相关服务。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下属子公司的合营企业，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

则》第 10.1.3 条第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 1,955,516 万元，净资产 777,586 万元，营业收

入 6,087,789 万元，净利润 164,506 万元。 

7 

长春一汽宝友

钢材加工配送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新 

注册资本：1,361 万美元 

注册地址：长春市东风大街 118-1 号 

主营业务：钢材产品的加工及相关服务（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专项审批的项

目未获审批之前不得经营）等。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下属子公司的联营企业，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

则》第 10.1.3 条第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 32,290 万元，净资产 18,408 万元，营业收入

121,784 万元，净利润 2,310万元。 

8 

长春一汽综合

利用股份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志国 

注册资本：8,000 万元 

注册地址：汽车产业开发区革新路 318 号 



主营业务：废旧金属及非金属回收、加工（副产品）、销售；危险废物（危险化学品除外）

收集、贮存、处置（按照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核准的经营类别经营）；污水处理及中水、洁

净水、再生水生产；废乳化液、废酸、废碱废液的回收、处理；工业废水运营及工业垃圾回

收、处理；铝合金、备品包装箱生产、销售；工厂服务；进出口对外贸易；普通货物道路运

输。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下属子公司的联营企业，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

则》第 10.1.3 条第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 85,811 万元，净资产 23,560 万元，营业收入

152,152 万元，净利润 2,385万元。 

9 
一汽财务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全华强 

注册资本：260,000 万元 

注册地址：长春市净月经济开发区生态大街 3688 号 

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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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

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下属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 10,992,972 万元，净资产 1,349,401 万元，营业

收入 405,032 万元，净利润 238,824 万元。 

10 
一汽奔腾轿车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志洋 

注册资本：162,750 万元 

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蔚山路 4888 号 

主营业务：开发、制造、销售汽车及零部件（包含新能源汽车及与其相关的电池、电机、电

控，不含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旅行车及其配件、智能产品及设备；修理汽车；加工非标

设备；机械配件、机电产品（不含小轿车）销售；二手车销售；汽车租赁；房屋和厂房租

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现代贸易物流服务；汽车领域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利用互联网

从事汽车的经营；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下属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11 
启明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永锋 

注册资本：40,855 万元 

注册地址：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百合街 1009 号 

主营业务：计算机软件、硬件、办公自动化设备、机电一体化产品及汽车电子产品的设计、

开发、制造、批发、零售、技术咨询、服务；系统集成工程、网络综合布线工程（凭资质证

书经营），技防设施设计、施工、维修，进出口贸易（需专项审批除外），设备租赁，教学

仪器、实验室设备经销，自有房屋租赁，信息服务业务（仅限吉林省因特网信息服务）（凭

资质证书经营），数据存储及备份，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凭有效许可证经营），呼叫中心业

务和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全国）（凭有效许可证

经营），道路货物普通运输（无车承运），增值电信业务，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会议及展览服务，大型活动策划，企业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管理咨询，公共关系

服务，市场调查（不含民事调查、婚姻调查、行踪调查、调查取证、债务追讨、寻人服务等

涉及危害公共利益和个人隐私的带有侦探性的调查活动）。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下属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 173,462 万元，净资产 109,318 万元，营业收入

143,166 万元，净利润 7,715万元。 

12 
长春一汽富晟

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昕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 

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汽车经济开发区振兴路 593 号 



主营业务：中型货车及客车用汽油系列发动机、汽车零部件及总成、农用车、橡塑制品、金

属结构件、模具制造；汽车改装（除轿车）；汽车修理、出租、发送；劳务；人员培训；汽

车（除轿车）及备品经销；系统内原辅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新型建材加工；仓储；代办货

物托运（危险品、易燃、易爆品除外）；热力生产、供应、销售；对外贸易；以下项目仅限

分支机构经营；用电转供；劳务信息咨询；职业介绍。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的联营企业，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 605,754 万元，净资产 263,390 万元，营业收入

712,724 万元，净利润 55,721万元。 

 

注 1：上述表格中中国一汽及其子公司的数据为 2019 年度经审计的母公司财务数据； 

注 2：上述表格中中国一汽及其子公司的合营及联营企业数据为 2019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数据。 

 

特此公告。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3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