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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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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本次预计的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

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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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21年11月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7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2票，关联董事陈丽娜、邢映彪已回避该议案的表决。该

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

回避表决。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发表了书面意见如下：

公司根据业务特点及与关联方发生交易的情况，对2022年度公司及其子公司与关

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作出的预计，是公司正常经营及业务发展之所需，

相关日常关联交易遵循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原则，

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关于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审议该议案之前审阅了议案内容，并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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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该议案的提请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章程》的规定；该议案的及时审议符合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要求；议案涉及的

关联交易事项遵循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原则，不会

影响公司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时，

关联董事应依法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于

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审议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广

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的规定。经审议，我们认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遵循诚实信用、等价有偿、

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定价、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独立

性，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通过该项议案，并

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对公司 2021 年度与关联方的交易情况

进行了预计。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2021 年预计

金额 

2021 年 1-10 月

实际发生关联交

易金额（含税）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

人购买

原材料 

广州思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000.00 0.00 
公司选用了无关联第三

方可替代供应商方案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广州思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0,000.00[注

2] 
828.90[注 3] 

受疫情及行业季节性波

动影响（11 月、12 月销

售情况未统计，在内） 

江西凯马百路佳客车

有限公司 
600.00 232.12 

受疫情及行业季节性波

动影响（11 月、12 月销

售情况未统计在内） 

小计 10,600.00 1,061.02 - 

合计 - 11,600.00 1,06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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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上表数据未经审计； 

2. 该数据包含公司与广州思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创科技”）2021

年度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8,000.00 万元及子公司广州通巴达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通巴达”）与思创科技 2021 年度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2,000.00 万元。 

3. 2021 年 1-10 月，公司除向思创科技销售产品 828.90 万元外，向思创科技提供服

务交易金额约 37.52 万元，公司向思创科技提供服务关联交易事宜已经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召开的总经理办公会会议。 

（三）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方 

2022 年预

计金额（含

税） 

2021 年 1-10 月

与关联方实际发

生金额（含税）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

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

买原材料、采

购服务等 

广州思创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500.00 0.00 

根据业务规划，未来或

将发生关联交易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提供

服务等 

广州思创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8,000.00[注

2] 
866.42[注 3] 

尚未统计2021年11月、

12 月销售情况，根据目

前业务规划；2022 年度

交易规模较 2021 年度

或将增加 

江西凯马百路佳

客车有限公司 
500.00 232.12 

尚未统计2021年11月、

12 月销售情况；根据目

前业务规划，2022 年度

交易规模较 2021 年度

或将增加 

小计 8,500.00 1,098.54 - 

合计 - 9,000.00 1,098.54 - 

注：1.上表数据未经审计，仅为公司相关业务部门估算金额。 

2. 该数据包含公司与思创科技 2022 年度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6,000.00 万元及子公

司通巴达与思创科技 2022 年度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2,000.00 万元。 

3. 含 2021 年 1-10 月，公司向思创科技销售产品 828.90 万元，向思创科技提供服

务交易金额约 37.52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 广州思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关联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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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名称：广州思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王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 5,455 万元 

住所：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学大道 33 号视联科技园 B 栋 6 楼

东面 

经营范围：计算机批发；电子产品批发；电子设备工程安装服务；监控系统

工程安装服务；电子工程设计服务；电子元件及组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信

息电子技术服务；汽车零配件批发；计算机零售；电子元器件零售；软件零售；

软件服务；金属制品批发；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开发；汽车零部件

及配件制造（不含汽车发动机制造）；汽车零配件零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

算机零配件批发；软件开发；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服务；计算机零配件零售；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维修；票务服务；公路运营服

务；向游客提供旅游、交通、住宿、餐饮等代理服务（不涉及旅行社业务）；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客运；增值电信服务（业务种类以《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载明内容为准）。 

2. 关联关系 

公司的联营企业，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持有其 47.75%的股份，公司

股东刘佳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丽娜、邢映彪女婿）担任思创科技董

事、副董事长职务；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 关联方基本财务状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思创科技资产总额约为 19,229.81 万元，资产净额

约为 10,474.24 万元；2020 年度，思创科技营业收入约为 15,888.37 万元，净利

润约为 2,009.22 万元。 

4. 履约能力分析 

思创科技生产经营正常，在与本公司经营交往中，能严格遵守合同约定，有

较强的履约能力。 

（二） 江西凯马百路佳客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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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江西凯马百路佳客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路佳客车”）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维 

注册资本：人民币 31,910.00 万元 

住所：江西省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租赁，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新能

源汽车整车销售，电池制造，销售代理，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

销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电车销售，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汽车新车销售，国内

贸易代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蓄电池租赁，医疗设备租赁，住房租赁，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动车修理和维护，

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不含危险废物经营），二手车经销（除许可业

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道路机动车

辆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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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邢映彪持股 47.34%的南昌德兴隆贸易咨询有限

公司持有百路佳客车 6.62%的股权；该关联人为公司基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五）款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的关联方。 

3. 关联方基本财务状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百路佳客车资产总额约为 74,210 万元，资产净额

约为 30,002 万元；2020 年度，百路佳客车营业收入约为 40,100 万元，净利润约

为-3,027 万元。 

4. 履约能力分析 

百路佳客车正常生产经营，在与本公司经营交往中，能严格遵守合同约定，

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采购服务等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根据定制化产品生产需要，向关联方采购零部件、软件等产品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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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由交易各方基于与非关联第三方同类型交

易价格协商确定，与公司其他供应商定价政策一致。 

（二）向关联人销售产品、提供服务等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公司生产的车载智能软硬件产品及提供相关服务；关联交

易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由交易各方基于与非关联第三方同类型交易

价格协商确定，与公司其他客户定价政策一致。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持续性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系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

需。该等关联交易能够提升公司的生产经营能力，公司与关联方通过互相协作实

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故上述关联交易必要且持续。 

（二） 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上述关联交易均遵循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原则，

依据市场价格定价、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 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必要且持续，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的主营业务不

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造成

负面影响。 

 

特此公告。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