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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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0 

 

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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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与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日常关联交易概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等有关规定，公司与控股股东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汽集团”）及下属企业、上海菱重增压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菱重增压器)、上海菱重发动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菱重发动机）、

上汽菲亚特红岩动力总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菲红”）等每年度

发生的购买原材料、燃料、动力和出售商品、提供或接受劳务等与日

常经营相关的交易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经公司 2021年 3月召开的董事会九届七次会议及 2021年 6月召

开的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上汽集团签订了《零部

件和配件供应框架协议》、《生产服务框架协议》、《房屋及土地租赁框

架协议》，与上汽集团控股的子公司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上汽财务公司”）签署了《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关联交易管

理办法》等的有关规定，在每年初预测该类关联交易项下本年度公司

发生的相关金额，并报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董事会和股

东大会无需就该协议项下的具体实施协议进行表决。在每一个会计年

度结束后，公司将按照会计准则计算实际发生的金额，向董事和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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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汇报。公司将严格按照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的《关联交

易管理办法》履行上述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二、关联方概况和关联关系 

1、上汽集团：法定代表人：陈虹；注册资本 1,168,346.1365 万

元。主要经营业务或管理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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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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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汽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2、上汽财务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晓秋；注册资本 1,538,000

万元；主要经营业务或管理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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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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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汽财务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上汽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3、安吉租赁有限公司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沈根伟；注册资

本 266,400 万元。主要经营业务或管理活动：汽车租赁，机械设备租

赁，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船舶租赁，航空器材租赁，医疗设备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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赁，科研设备租赁，融资租赁，商务咨询（除中介）；销售汽车，日

用百货，五金交电，汽车配件，家用电器；附设分支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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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吉租赁有限公司是上海汽车集团金控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上海汽车集团金控管理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上汽集团的全

资子公司。 

4、菱重发动机：法定代表人：徐秋华；注册资本 20,000万元；

主要经营业务或管理活动：船用发动机、发电用发动机、发电机组及

相关部件的设计和制造；销售自制产品；船、电发动机和发电机组, 及

其相关部件的批发和进出口；提供产品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不涉及

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

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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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菱重发动机是公司的合营公司，公司现持有菱重发动机 50%股权。 

5、菱重增压器：法定代表人：徐秋华；注册资本 2,059.50 万美

元；主要经营业务或管理活动：设计和制造发动机进气增压器及其配

套的相关零部件，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产品技术支持及售后服务；

从事上述产品及同类商品的批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及

相关配套业务（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办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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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菱重增压器是公司的联营公司，公司现持有菱重增压器 40%股权。 

6、上菲红：法定代表人：蓝青松；注册资本：人民币 58,000 万

元；主要经营业务或管理活动：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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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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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菲红是公司的联营公司，公司现持有上菲红 4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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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上汽集团、上汽财务公司、安吉租赁有限公司、菱重发

动机、菱重增压器、上菲红等关联方之间购买、销售和服务的价格，

有国家定价的，适用国家定价；没有国家定价的，按市场价格确定；

没有市场价格的，参照实际成本加合理的费用由双方定价，对于某些

无法按照“成本加费用”的原则确定价格的特殊服务，由双方协商定

价。上汽财务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定价按照银监会规定要求执行。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股东的影响 

本公司及下属公司向上汽集团等关联方采购发动机零部件，属日

常零部件采购；向上汽集团等关联方销售发动机及配件，属日常产品

配套。上汽财务公司提供金融服务，有利于本公司有关存款、结算及

其他金融中间业务等业务。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按照

诚实信用和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进行，是公司维持正常生产经营

的需要。该等关联交易将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对公司的生产

经营不构成不利影响，不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说明 

根据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情况，并考虑业务发展及可能

发生的变动因素后，经公司董事会九届七次会议、董事会 2021 年度

第六次临时会议和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公司对 2021 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预计，2021

年度的实际发生情况如下： 

（1）2021年度上述四份框架协议项下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零部件和配件供应框架协议》 
2021年预计金额

（万元） 

2021年实际发生 

金额（万元） 

上汽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向本公司及下

属企业供应商品 
81,351.55 65,197.08  

公司及下属企业向上汽集团及其下属

企业供应商品 
399,739.45 275,331.00  

合计 481,091.00 340,52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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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服务框架协议》 
2021年预计金额

（万元） 

2021年实际发生 

金额（万元） 

上汽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向本公司及下

属企业供应服务 
65,421.08 57,691.39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向上汽集团及其下

属企业供应服务 
13,922.87 4,490.46 

合计 79,343.95 62,181.85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2021年预计金额

（万元） 

2021年实际发生 

金额（万元） 

财务公司服务收入（不含本金） 3,743.43 2,370.73 

财务公司服务支出（不含本金） 8,404.90 5,953.10 

合计 12,148.33 8,323.83 

说明：（1）财务公司服务收入（不含本金）是指公司（含公司全资子公司上

汽红岩汽车有限公司）在上汽财务公司的存款利息等服务收入。公司在上汽财务

公司 2021 年度的存款利息等收入为 1,729.93 万元，公司在上汽财务公司 2021

年度的服务费返还收入 493.85万元。2021 年度每日最高存款额为 31.23 亿元、

存款利率为 1.38%（中国人民银行的存款基准利率为 1.15%）。公司 2021 年度在

上汽财务公司的授信总额为 10亿元。 

（2）财务公司服务支出（不含本金）是指公司（含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汽红

岩汽车有限公司）在上汽财务公司的融资手续费等服务支出。公司在上汽财务公

司 2021 年度的融资手续费等支出为 98.66 万元。上汽红岩汽车有限公司为其整

车销售业务在上汽财务公司 2021 年度发生的为信誉良好的经销商和终端客户向

上汽财务公司提供债权收购或租赁权收购等担保（即回购担保业务）贴息支出为

5,721.23万元。 

上述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房屋及土地租赁框架协议》 
2021年预计金额

（万元） 

2021年实际发生 

金额（万元） 

上汽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向本公司及下

属企业支付租金 
4,917.37 2,123.71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向上汽集团及其下

属企业支付租金 
2,682.11 1,844.33 

合计 7,599.48 3,968.04 

（2）2021年度与安吉租赁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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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公司预计与安吉租赁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1,410.01 万元，交易内容为上汽红岩与安吉租赁有限公司开展的为

促进整车销售业务而为信誉良好的终端客户开展提供回购担保业务

时而发生的终端贴息。2021 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756.71 万元。 

（3）2021 年度与菱重发动机、菱重增压器、上菲红发生的日常

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2021 年度公司预计与菱重发动机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16,610.27 万元（其中，本公司及下属企业向菱重发动机供应商品、

服务等 3,987.27 万元，菱重发动机向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供应商品、

服务等 12,623.00万元）。2021 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9,408.96 万元（其中，本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向菱重发动机供应商品、

服务等 2,565.72 万元，菱重发动机向本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供应商品、

服务等 6,843.24 万元）。 

2021 年度公司预计与菱重增压器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2,910.26 万元（其中，本公司及下属企业向菱重增压器供应商品、

服务等 210.26 万元，菱重增压器向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供应商品、服

务等 2,700.00 万元）。2021 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1580.10万元（其中，本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向菱重增压器供应商品、

服务等 14.43 万元，菱重增压器向本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供应商品、服

务等 1,565.67 万元）。 

2021年度公司预计与上菲红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345,197.64万元

（其中，本公司及下属企业向上菲红供应商品、服务等 150.69 万元，

上菲红向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供应商品、服务等 345,046.95 万元）。

2021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197,195.64 万元（其中，

本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向上菲红供应商品、服务等 0 万元，上菲红向本

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供应商品、服务等 197,195.64 万元）。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本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必要的、正常的、持续

性的交易行为，本着公平交易的原则采用市场价定价，对本公司的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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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性不构成影响，本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

赖或被其控制，不会对其他股东利益造成损害。 

六、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 

基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金额，并考虑业务发展

及可能发生的变动因素后，经公司于 2022 年 3月 17 日召开的董事会

十届二次会议审议，公司预计 2022 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2022年度上述四份框架协议项下各类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

况如下： 

《零部件和配件供应框架协议》 
2022年预计金额

（万元） 

上汽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向本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供应商品 222,496.80  

本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向上汽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供应商品 431,987.50  

合计 654,484.30 

 

《生产服务框架协议》 
2022年预计金额

（万元） 

上汽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向本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供应服务 95,702.15  

本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向上汽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供应服务 18,620.00  

合计 114,322.15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2022年预计金额 

（万元） 

财务公司服务收入（不含本金） 7,079.90  

财务公司服务支出（不含本金） 18,316.49  

合计 25,396.39 

说明：（1）财务公司服务收入（不含本金）是指公司（含公司全资子公司上

汽红岩汽车有限公司）在上汽财务公司的存款利息等服务收入。公司在上汽财务

公司 2022 年度的存款利息等收入预计为 5354 万元，公司在上汽财务公司 2022

年度的服务费返还收入预计为 705万元。2022 年度的每日最高存款限额为 35亿

元、存款利率预计为 1.38%（中国人民银行的存款基准利率为 1.15%）。公司（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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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汽红岩汽车有限公司）预计 2022 年度在上汽财务公司的授信

总额为 15亿元。 

（2）财务公司服务支出（不含本金）是指公司（含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汽红

岩汽车有限公司）在上汽财务公司的融资手续费等服务支出。公司在上汽财务公

司 2022 年度的融资手续费等支出预计为 5574万元，上汽红岩汽车有限公司为其

整车销售业务在上汽财务公司 2022 年度发生的为信誉良好的经销商和终端客户

向上汽财务公司提供债权收购或租赁权收购等担保（即回购担保业务）贴息支出

预计为 10,627.36万元。 

上述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房屋及土地租赁框架协议》 
2020年预计金额

（万元） 

上汽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向本公司及其下属企业支付租金 5,300.00 

本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向上汽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支付租金 3,567.66 

合计 8,867.66 

（2）2022年度与安吉租赁有限公司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

况如下： 

2022 年度公司预计与安吉租赁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5,165.66 万元，交易内容为上汽红岩与安吉租赁有限公司开展的为

促进整车销售业务而为信誉良好的终端客户开展提供回购担保业务

时而发生的终端贴息支出。 

（3）2022 年度与菱重发动机、菱重增压器、上菲红预计发生的

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2022 年度公司预计与菱重发动机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18,050.00 万元（其中，本公司及下属企业向菱重发动机供应商品、

服务等 5,290.00 万元，菱重发动机向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供应商品、

服务等 12,760.00万元）。 

2022 年度公司预计与菱重增压器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2410.00万元（其中，本公司及下属企业向菱重增压器供应商品、服

务等 410.00 万元，菱重增压器向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供应商品、服务

等 2,0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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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公司预计与上菲红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500,644.44万元

（其中，本公司及下属企业向上菲红供应商品、服务等 6,512.10 万

元，上菲红向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供应商品、服务等 494,132.34 万元）。 

说明：上述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是公司基于业务发展需

要且考虑相关可能变动因素所做出的预测，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

质承诺。 

七、审议程序 

1、此事项经独立董事认可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十届二次会议

审议。 

2、2022 年 3 月 17日公司董事会十届二次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

弃权、0 票反对通过《关于 2022 年度公司与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等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他 4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议案

还将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叶建芳、苏子孟、杨林，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通过审查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汽集团等之间拟进行

日常关联交易的有关文件，并对交易主体的关联关系、交易背景、交

易定价等事项从独立、公正的角度出发进行了审慎判断，发表如下意

见： 

（1）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日常关联交易定价依据：有国家定价的，适用国家定价；

没有国家定价的，按市场价格确定；没有市场价格的，参照实际成本

加合理的费用由双方定价；对于某些无法按照“成本加费用”的原则

确定价格的特殊服务，由双方协商定价。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金融服务的定价按照银监会规定要求执行。上述定价依据合理，

遵循了商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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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

业务不会因此类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不会对其

他股东利益造成损害。 

（4）董事会表决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

进行了回避，表决程序符合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 

八、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董事会十届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监事会十届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3 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