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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35     证券简称：国机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22-10 号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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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需要提交至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

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均为日常生产经营中发生的，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以市场价格为依据进行交易，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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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证 2022 年度生产经营的正常开展，本着专业协作、优势互补的合作原

则并与相关关联方实现资源共享，2022 年度公司预计发生关联交易总额为人民

币 470,371.95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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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本议案事前已取得公司独立董事的认可，董事会对上述议

案进行审议时，关联董事彭原璞先生、贾屹先生、从容女士、陈仲先生、郝明先

生、胡克先生均已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出具了独立意

见，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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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1 年预计金

额（万元） 

2021 年实际金

额（万元） 

提供汽车租赁

劳务 

国机智骏汽车有限公司 810.00 312.00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00.00 178.00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8.00 10.00 

国机集团所属企业 100.00 22.00 

小计 1,118.00 522.00 

销售车辆 
国机集团所属企业 500.00 61.68 

小计 500.00 61.68 

销售其他商品

提供其他服务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 

国机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00.00 1,327.43 

洛阳轴承研究所有限公司 150.00 -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2.00 194.69 

国机集团所属企业 500.00 175.72 

小计 1,172.00 1,697.84 

提供融资租赁

服务利息收入 

国机集团所属企业 500.00 - 

小计 500.00 - 

经营租赁出租

资产收入 

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有限公司 200.00 230.00 

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110.00 88.73 

国机集团所属企业 100.00 71.23 

小计 410.00 389.96 

提供保理业务

利息收入 

国机集团所属企业 400.00 - 

小计 400.00 - 

提供工程承包

及工程技术服

务 

国机集团所属企业 1,000.00 170.51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40.57 

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522.15 

机械工业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0.00 - 

河南中昌置业有限公司 150.00 - 

洛阳智能农业装备研究院有限公司 70.00 -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60.00 - 

西门子电气传动有限公司 50.00 - 

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0.00 - 

小计 3,040.00 733.23 

采购车辆 

国机智骏汽车有限公司 13,300.00 -88.27 

国机集团所属企业   47.00 

小计 13,300.00 -41.27 

采购配件、材

料、服务 

国机联合（北京）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4.54 

国机集团所属企业 100.00 24.77 

中国轴承进出口有限公司 30.00 - 

江苏苏美达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25.00 9.34 

小计 255.00 38.65 

租赁房屋、土

地  

国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90.00 247.62 

国机集团所属企业 100.00 89.83 



3 

 

小计 290.00 337.45 

接受宣传、展

览和广告制作

服务 

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250.00 - 

北京卓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0.00 - 

北京卓众出版有限公司 50.00 - 

小计 500.00 - 

工程分包 

国机集团所属企业 1,000.00 1,655.25 

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 400.00 - 

一拖（洛阳）福莱格车身有限公司 66.00 - 

一拖（洛阳）铸锻有限公司 52.00 - 

中国机械工业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0.00 - 

中国三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0.00 272.30 

天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40.00 8.50 

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 - 

小计 3,158.00 1,936.05 

接受其他服务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 

国机集团所属企业 500.00 539.53 

小计 600.00 539.53 

采购经营租赁

出租资产 

国机集团所属企业 6,000.00 - 

小计 6,000.00 - 

提供保理业务

资产 

国机集团所属企业 30,000.00 - 

小计 30,000.00 - 

融资租赁业务

投放 

国机集团所属企业 30,000.00 - 

小计 30,000.00 - 

合计 91,243.00 6,215.12 

注：（1）公司全资子公司汇益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由于缩紧业务投放规模，未能

实现预期的关联方融资租赁业务和保理业务，由此导致公司 2021 年度的关联交易实际规模

小于预期。 

（2）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进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由于原计划向国机智骏汽车有限公司

开展的汽车采购业务逐步停止，由此导致公司 2021 年度的关联交易实际规模小于预期。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1 年实际金

额（万元） 

2022 年预计金

额（万元） 

提供汽车租赁

劳务 

国机智骏汽车有限公司 312.00 950.00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78.00 190.00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10.00 5.00 

国机集团所属企业 22.00 40.00 

小计 522.00 1,185.00 

销售车辆 

江苏苏美达科技设备有限公司 - 1,500.00 

国机集团所属企业 61.68 100.00 

小计 61.68 1,600.00 

销售其他商品

提供其他服务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 110.00 

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   4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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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机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327.43 90.00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194.69 30.00 

江苏苏美达科技设备有限公司 - 40.00 

中机农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 3,000.00 

国机集团所属企业 175.72 1,901.75 

小计 1,697.84 405,171.75 

提供融资租赁

服务利息收入 

国机集团所属企业 - 660.00 

机械工业上海蓝亚石化设备检测所有

限公司 
- 61.00 

中机试验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 55.00 

小计 - 776.00 

经营租赁出租

资产收入 

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有限公司 230.00 285.00 

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

司 88.73 89.00 

国机集团所属企业 71.23 85.00 

小计 389.96 459.00 

提供保理业务

利息收入 

国机集团所属企业 - 1,440.00 

机械工业上海蓝亚石化设备检测所有

限公司 - 42.00 

小计 - 1,482.00 

提供工程承包

及工程技术服

务 

国机集团所属企业 170.51 12,000.00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40.57 - 

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522.15 650.00 

河南中昌置业有限公司 - 40.00 

小计 733.23 12,690.00 

采购车辆 

国机智骏汽车有限公司 -88.27 - 

国机集团所属企业 47.00 - 

江苏苏美达科技设备有限公司 - 2,000.00 

中机农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 1,000.00 

小计 -41.27 3,000.00 

采购配件、材

料、服务 

国机联合（北京）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4.54 - 

国机集团所属企业 24.77 97.00 

江苏苏美达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9.34 10.62 

江苏苏美达科技设备有限公司 - 30.00 

小计 38.65 137.62 

租赁房屋、土

地  

国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47.62 123.81 

国机集团所属企业 89.83 132.00 

小计 337.45 255.81 

工程分包 

国机集团所属企业 1,655.25 160.00 

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 - 20.00 

中机十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440.00 

中国机械工业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 1,010.00 

中国三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72.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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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8.50 - 

小计 1,936.05 1,630.00 

接受其他服务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 240.00 

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11.77 280.00 

中机十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263.58 - 

中汽人才交流中心有限公司 115.12 160.00 

恒天嘉华非织造有限公司 3.41 14.27 

国机集团所属企业 145.65 290.50 

小计 539.53 984.77 

采购经营租赁

出租资产 

国机集团所属企业 - 1,000.00 

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有限公司 - 1,000.00 

小计 - 2,000.00 

提供保理业务

资产 

国机集团所属企业 - 25,000.00 

机械工业上海蓝亚石化设备检测所有

限公司 
-  1,000.00 

小计 - 26,000.00 

融资租赁业务

投放 

国机集团所属企业 - 11,000.00 

机械工业上海蓝亚石化设备检测所有

限公司 
- 1,000.00 

中机试验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 1,000.00 

小计 - 13,000.00 

合计 6,215.12 470,371.95 

注：（1）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进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国内领先的汽车贸易综合服务

提供商，依托自身优势，努力拓展贸易业务领域，与苏美达技贸在商贸领域开展合作，特此

申请商品销售额度 40 亿元； 

（2）公司全资子公司汇益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持续推进与中机试验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机械工业上海蓝亚石化设备检测所有限公司等国机集团所属企业的业务合作，2022

年拟申请“经营租赁、保理业务、融资租赁业务”等关联方额度共 4.55 亿元。 

（3）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汽车工业工程有限公司一直重视与国机集团所属企业在工程

承包和技术服务上的协同，持续推进业务合作，2022 年拟申请“提供工程承包及工程技术

服务”关联交易额度 1.2 亿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60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张晓仑，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3 号，经营范围：对外派遣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国内外大型成套设备及工程项目的承包，组织本行业重大技术装备的研制、开发

和科研产品的生产、销售；汽车、小轿车及汽车零部件的销售；承包境外工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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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国际招标工程；进出口业务；出国（境）举办经济贸易展览会；组织国内企

业出国（境）参、办展；举办展览展示活动；会议服务。 

2．国机智骏汽车有限公司 

国机智骏汽车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8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宋书波，住所：

江西省赣州市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新能源汽车科技城旭日大道 6 号，经营范围：

新能源汽车、汽车零部件、动力电池系统、电驱动系统、电控系统及各类软件的

技术研发、制造、加工、销售、租赁和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汽车充电系统及设

备的设计、安装、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售电服务；汽车充电服务；新能源汽车

充电设施建设运营；汽车与新能源汽车远程监控设备；动力电池循环利用技术研

发；经济贸易咨询（金融、证券、期货、保险等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汽车

饰品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及进出口业务的咨询服务；房

屋修缮服务；土石方工程施工。 

3．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412,570 万元，法定代表人：王博，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 178 号，经营范围：向境外派遣各类劳务人员

（不含港澳台地区，有效期至 2023 年 11 月 03 日）；进出口业务；承包境外工程、

招标代理业务；主办境内对外经济技术展览会；外贸咨询和广告、商品展览；与

以上业务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机械设备、电气设备、电子产品、仪器仪

表、包装材料、建筑材料的销售。 

4．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8,197.10 万元，法定代表人：夏

闻迪，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丹棱街 3 号，经营范围：承办展览展示；承包

境外汽车行业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汽车产品、技术的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培训、技术服务、市场调查；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管理、信息咨询（中介除外）；

包装装潢的设计与制作；销售广告设计制作设备及器材、影视设备及器材、汽车

配件、机械设备、电子设备、环保设备、电子计算机、办公用品、五金交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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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原料、消防器材、石油制品（燃料油、成品油

除外）、建筑材料、橡胶制品、家居用品、纺织品、日用百货、工艺美术品、花

卉、汽车；投资管理；人员培训。 

5．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有限公司 

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2,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赵

延军，住所：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梧桐街 121 号，经营范围：磨料、磨具、超

硬材料及制品、机械设备、仪器仪表的制造、加工、销售；电子光学膜的研发、

生产、销售；磨料磨具及相关产品的检测检验、计量校准、技术咨询；从事货物

或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展

览展示；房屋租赁；《金刚石与磨料磨具工程》期刊出版发行（凭有效许可证经

营）；设计、制作和发布国内广告业务；停车服务。 

6．河南中昌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中昌置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张龙战，住所：

洛阳市涧西区江西路 10 号 6 幢 2 层，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凭证）。 

7．机械工业上海蓝亚石化设备检测所有限公司 

机械工业上海蓝亚石化设备检测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000 万元，法定代表

人：张玉福，住所：石油钻采及炼油化工设备产品质量测试，金属材料性能测试，

钻机及井架检测及评定；石油钻采及炼油化工设备新产品鉴定及检验；压力容器、

压力管道及元件（检验检测、型式试验、鉴定评审、安全评定），无损检测；从

事石油钻采及炼油化工设备检测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涉及

特种设备业务的详见特种设备许可证）。 

8．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 

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46,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赵维林，

住所：南京市长江路 198 号 11 楼，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海关监管货物仓储服

务（不含危险化学品、危险货物）；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成品油零售（不含危

险化学品）；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食盐批发；网络文化经营；食品销售；危险

化学品经营；离岸贸易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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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国内贸易代理；进出口代理；销售代理；贸易经纪；供应链管理服务；经济贸易

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农、林、牧、副、渔业

专业机械的销售；制浆和造纸专用设备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

器械销售；农副产品销售；初级农产品收购；棉、麻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

需要许可的商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

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润滑油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

合成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

制品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非食用盐销售；木材销售；纸浆销售；纸制品销售；

建筑材料销售；再生资源销售；再生资源加工；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无船承运

业务；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机械设备销售；金属切削加工服

务；海上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船舶代理；国际船舶

代理；报检业务；报关业务；国内集装箱货物运输代理；装卸搬运；包装服务；

招投标代理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业

务；工程管理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9．江苏苏美达科技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苏美达科技设备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王伟，住

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团结路 99 号孵鹰大厦 1872 室，经营范

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食品经营；第三类医疗

器械经营；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建设工程设计；各类工程

建设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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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

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对外承包工程；工程管理服务；信息技术咨

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国

内贸易代理；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

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管道运输设备销售；化工产品销

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金属材料销售；通信设备销售；光通信设备销售；

移动通信设备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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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燃料加工；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矿

石销售；汽车新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二手车经销。 

10．江苏苏美达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江苏苏美达五金工具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500 万元，实缴资本 9,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楷，住所：南京市星火路 1 号，经营范围：电动工具、园林工具、

林业机械、农业机械、通讯器材、家用电器、智能化割草机、清洗机、干湿吸尘

器、烘干吹干机及其零部件和模具、普通机械、仪器仪表、文化办公机械、工业、

家用、商用机器人、纺织品、服装的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配

件的销售和售后服务；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批发与零售，

初级农产品的批发与零售，自营和代理五金制品、电动工具、手工具、农具、量

刃具、轴承基础件、包装机械、印刷机械、轻工机械、电子产品等各类商品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动力工具工程技术研发、检测，动力机械的生产、销售，金属

材料、非金属材料、木材的销售，动力机械、发电机、新能源电力、机械工程的

技术咨询服务，网上贸易代理、网上商务咨询（不得从事电信增值、金融业务），

化工产品的销售、润滑油的批发和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医疗器械经营（按

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太阳能电池组件生产与销售，合同能源管理，电力工程、

基础设施工程承包，新能源科技研发，新能源（光伏、风电、生物质能）系统设

计、咨询、施工、集成，中餐制售（限分支机构经营），国内外各类广告的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咨询，承办展览业务，电子商务，平面设计，市场营销策划，

信息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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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特种设备制造；特种设备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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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

项目：特种设备销售；轮胎销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

配件批发；塑料制品销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

学品）；家用电器销售；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 

11．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12,364.5275 万元，法定代表人：黎晓煜，

住所：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建设路 154 号，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拖拉机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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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销售；农业机械制造；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研发；通用设备制造（不

含特种设备制造）；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特种设备

销售；黑色金属铸造；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锻

件及粉末冶金制品销售；农林牧渔机械配件制造；农林牧渔机械配件销售；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导航、测绘、气

象及海洋专用仪器制造；导航、测绘、气象及海洋专用仪器销售；软件开发；信

息系统集成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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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项目：特种设备制造；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12．国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34,980 万元，法定代表人：刘海涛，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 19 号华普国际大厦 11、12 层，经营范围：投资与资

产管理；产权经纪；房屋租赁；进出口业务；机械产品、电子产品的销售；汽车

销售；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13．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1,1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张力，住

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南街 1 号四层，经营范围：承办国内外博览会、展览会、

展销会；展具租赁和销售；展品购销；经营美工用品、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制作和

销售；信息咨询；仓储服务；室内装饰工程设计；会议服务；代理进出口、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专业承包。 

14．恒天嘉华非织造有限公司 

恒天嘉华非织造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43,480 万元，法定代表人：何苏义，住

所：仙桃市彭场镇仙彭公路西侧 1 号厂房幢，经营范围：非织造布、非织造布制

品、塑料、塑料制品、纸制品、纺织品、劳保用品、服装的生产、加工、销售（国

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生产第 II 类医疗器械目录内的医用卫生材料及辅料、产

品，销售自产产品（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规定的有效期限内生产）；经营本

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原料、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

材料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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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中国机械工业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工业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2,000 万元，实缴资本 12,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吴安华，住所：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冶金工程施工总承包；钢结构

工程专业承包；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防水防腐

保温工程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建筑

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施工劳务；承包与其实

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

员；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进出口业务；钢材、建筑材料的销售；房屋租赁。 

16．中机农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中机农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9,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张俊生，住

所：长春市绿园经济开发区长白公路 2777 号，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

发经营；农作物种子经营；农药批发；农药零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建设工程施工；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食品销售；保安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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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肥料销售；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销售；机械

零件、零部件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会议及展览服务；信息

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国内货物运输代理；

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国内贸易代理；停

车场服务；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野生植物保护；土地整

治服务；灌溉服务；农业机械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服务；

汽车新车销售；销售代理；初级农产品收购；农副产品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

预包装食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以自

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食品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农

村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数据处理服务；广告发布；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驶培

训；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特种作业

人员安全技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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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中机十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中机十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郝宏伟，住

所：北京市朝阳区德胜门外北沙滩一号，经营范围：机械零部件及设备制造（仅

限分公司经营）；施工总承包；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甲

级机械、建筑、环境工程设计、甲级造价咨询；甲级工程监理；工程总承包；建

设工程项目管理；承包境外机械、境内国际招标工程，承包上述境外工程勘测、

咨询、设计和监理项目；上述境外工程所需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

境外工程所需劳务人员；电力、市政、轻工、冶金、纺织、建材行业的工程设计；

乙级城市规划设计；一、二类压力容器设计；自有房屋出租；物业管理；机械零

部件及设备研发、经销；工程管理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 

18．中机试验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中机试验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809.89 万元，法定代表人：孙宝瑞，

住所：高新区硅谷大街 1118 号，经营范围：各类机械试验设备、各类校正工艺

设备、各类加工及在线检测设备、各类高低温环境设备、各类自动化生产设备、

各类传感器、电子压机、工业机器人、高温材料的开发、生产、销售及技术咨询

服务（在该许可的有效期内从事经营），信息技术、网络技术、计算机软件的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销售季刊出版（在该许可的有效期内

从事经营）、书报发行（在该许可的有效期内从事经营）；无人机、机器人生产、

制造；无人机、机器人软硬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销售、安装；无人机、

机器人配套零部件销售；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销售；书报广告业务；房屋租赁；

会议服务；创业培训（不含文化教育、职业资格、职业技能培训）。 

19．中汽人才交流中心有限公司 

中汽人才交流中心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崔涛，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3 号 5 层，经营范围：职业中介活动；收集、整理、存储和

发布人才供求信息；组织人才培训；保管本系统流动人员人事档案；零售图书、

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劳务派遣；教育咨询；技术开发、技术咨询；销售汽

车零部件；会议及展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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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中国三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三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3,501 万元，法定代表人：任国防，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咸宁中路 49 号，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对外承包工

程；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工程管理服

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机械设备租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住

房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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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

目：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各类工程

建设活动；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建筑劳务分包；施工专业作业；建筑物

拆除作业（爆破作业除外）；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消防设施工程施工；货物进出

口；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 

21．国机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国机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1,434.29 万美元，实缴资本 21,434.29 万美

元，法定代表人：董建红，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西昌道 200

号铭海中心 2 号楼 05、6050404，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

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咨询；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

的商业保理业务。 

22．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

易凡，住所：长沙市雨花区韶山中路 18 号，经营范围：承担工程设计及相应的

工程总承包、工程咨询、工程勘察、工程测量、工程监理；市政公用工程、建筑

工程、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建筑智能

化工程、环保工程、输变电工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地基基础工程、特种工程

专业承包；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并对外派遣实施上

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城市规划咨询、设计（含风景园林设计）；国土空

间规划咨询、设计（含风景园林设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配套的园林景观、

园林设施设备的安装、养护、管理；工程造价咨询；检验检测；设备成套的销售、

安装、维护；以自有合法资产开展新能源项目、水务项目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

（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行票据、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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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及财政信用业务）；科研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监控品）的研制、开发、生

产、销售；技术咨询、技术培训（不含营利性职业资格培训及职业技能培训）、

技术服务；招标代理；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打字、复印、晒图、文印服务；物业管

理；房屋租赁、设备租赁、场地租赁；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金融、证券、期货咨

询）；企业管理咨询；项目策划；特色小镇的策划；品牌策划服务；餐饮管理服

务；市场调研服务（不含限制项目）；展览展示、文化活动及会议策划。 

23．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40,450 万元，法定代表人：秦

汉军，住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 204 号第 1 栋，经营范围：电气设备

批发；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电子、

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开发；机电设备安装服务；技术进出口；电子工业专

用设备制造；电子工程设计服务；电工器材的批发；通用机械设备销售；自有房

地产经营活动；场地租赁（不含仓储）；电气设备零售；物业管理；电工仪器仪

表制造；电气机械设备销售；广告业；机械工程设计服务；电工器材零售；制冷、

空调设备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计算

机和辅助设备修理；电气机械检测服务；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制造；电气设备

修理；风动和电动工具制造；电力工程设计服务；商品信息咨询服务；人力资源

培训。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目前持有公司 70.54%的股份。

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磨料磨

具磨削研究所有限公司、河南中昌置业有限公司、机械工业上海蓝亚石化设备检

测所有限公司、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江苏苏美达科技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苏美达五金工具有限公司、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国机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恒天嘉华非织造有限公司、中国机械工业第

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机农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中机十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中机试验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中汽人才交流中心有限公司、中国三安建设集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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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国机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

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国机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或间接控

制的公司。国机智骏汽车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为公司董事长彭原璞先生。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述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因此，

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连续多年位居中国机械工业企业百强榜首、国资

委中央企业业绩考核 A 级企业、世界五百强企业。 

国机智骏汽车有限公司是致力于构建覆盖新能源汽车研发、制造、销售和服

务的全球化全价值链生态体系的创新型企业。 

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是以工程承包为核心业务，以贸易、投资、

研发以及国际服务为主体的工贸结合、技贸结合的大型国际化综合性企业集团。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聚焦商业会展，致力于打造中外企业技术交

流与贸易促进综合服务平台，其中商业会展是中机国际的核心主业。 

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有限公司是我国磨料磨具行业唯一的综合性研究

开发机构，全国磨料磨具、超硬材料行业技术研究、开发、信息和咨询服务中心。 

河南中昌置业有限公司是河南郑州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为公司重组中汽工程

过程中，中汽工程剥离的控股子公司。 

机械工业上海蓝亚石化设备检测所有限公司是一家石油钻采及炼油设备质

量测试服务商，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石油钻采及炼油化工设备产品质量测试，金属

材料性能测试等。 

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是苏美达集团的核心成员企业，立足于机电设

备与大宗商品的进出口与国内贸易业务领域。江苏苏美达科技设备有限公司及江

苏苏美达五金工具有限公司是苏美达集团核心企业成员。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是一拖集团下属的专业化公司，创建于 1955 年，

是我国“一五”期间兴建的 156 个国家重点项目之一，是中国农机行业的特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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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国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国机集团的资产管理和运营平台、战略投资平台，

以资产管理、资产运营业务为主，以国际贸易、战略投资业务为辅的综合性资产

管理公司。 

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是长期经营出国展览业务的展览公司。 

恒天嘉华非织造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非织造产业用布研发、生产、销售

的大型企业，是国内非织造布产业中的领军企业，公司技术装备水平和产能在国

内处于领先地位，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内外中高档医材、卫材等诸多领域。 

中国机械工业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作为施工总承包企业，拥有建设部核发

的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和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以及钢结构工

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消防设施工程、管道工程、冶炼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等多

项专业承包资质。 

中机农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业务领域包括农业装备、仓储物流、汽贸经营三

个板块，涵盖农业项目投资、农业装备主机销售、配件供应、售后服务、第三方

物流、商用车展销、汽车检测等领域，是集农机交易中心、商用车交易中心、物

流配送中心为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园区。 

中机十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作为甲级综合性设计研究单位，持有国家和行业

协会颁发的各类资质证书 18 项，涉及 4 大业务板块，31 个专业，同时具有上述

资质涵盖范围的对外经营自主权，已通过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中机试验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是以“试验装备”研发制造为主业的国家级科技

创新型企业，中国顶尖的工程试验设备和材料试验解决方案提供商，拥有行业内

最强的产品创新能力和专机产品研发制造体系。 

中汽人才交流中心有限公司是经国家人事部批准，并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登记注册的国家级专业性人才服务机构。 

中国三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是我国成立最早的大型国有施工企业之一，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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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部批准的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拥有 AAA 级资信等级和

商务部批准的对外经营权、对外贸易权及对外派遣劳务资质和许可证书。 

国机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为国机集团成员企业，主营业务融资租赁业务。 

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即原机械工业部第八设计研究院，是

国家大型甲级综合设计研究院。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首批转制科研院所，长期从事电器

产品环境适应性基本规律与机理研究，致力于提升我国电器产品在不同的气候、

机械、化学、电磁等复杂环境中的适应能力，提升电器产品质量水平。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均为日常生

产经营中发生的，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进行交易。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关联方提供劳务、提供融资租赁服务、提供工程承包及工程技术服务

等的交易，有助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开展和执行，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客

观需要，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关联交易在上市公司同类业务所占比重较小，公司主要业务、收入、利

润来源对关联交易无重大依赖，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未产生不利影响。 

五、报备文件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声明；  

（二）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三）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