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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施情况及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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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以及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均须

经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 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是必要的，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公司利益，未损害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亦未因上述

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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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力帆实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议案》以及《关于力帆

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关联董事尹明善、

陈卫、陈巧凤、尹喜地、尹索微和陈雪松均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

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独立董事意见：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系在2016年度关联交易的基础上做出，涉及的关联交

易有利于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在生产经营中发挥协同效应、降低公司经

营成本，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活动均按照一般市场

经济原则进行，是合法、公允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

为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所采取的措施为避免不正当交易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保障。

公司已采取必要措施对其他股东的利益进行保护。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16 年度

预计金额

2016 年度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商标许可
重庆力帆控股有

限公司
1,000,000.00 1,000,000.00 不适用

在关联人

处存款

重庆力帆财务有

限公司

不超过

5,000,000,000.00
4,711,864,972.83 不适用

重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500,000,000.00 35,024,800.00 不适用

在关联人

处贷款

重庆力帆财务有

限公司

不超过

5,000,000,000.00
493,000,000.00 不适用

重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500,000,000.00 0

2016 开立 4亿票

据，已到期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和购买

服务

重庆力帆电动车

有限公司
50,000,000.00 0

由公司自行生

产、业务被替代

重庆帝瀚动力机

械有限公司
75,000,000.00 7,180,000.00 不适用

山东恒宇新能源

有限公司
500,000,000.00 131,019,897.43

新能源汽车产量

下降

成都摩宝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20,000,000.00 533,754.22 业务量发生变化

重庆盼达汽车租

赁有限公司（车

辆租赁）

300,000.00 369,000.00 不适用

向关联人

出售商品

和提供劳

务

重庆盼达汽车租

赁有限公司（电

动汽车整车）

2,010,000,000.00 237,217,289.46
受新能源核查原

因影响

重庆盼达汽车租

赁有限公司（租

车平台收入）

5,000,000.00 4,200,000.00 不适用

重庆盼达汽车租

赁有限公司（充

换电服务）

5,000,000.00 4,390,000.00 不适用

注：本表格披露金额均为含税数字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上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和

要求，公司根据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对2017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如下：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元）

2017 年 1-3 月关联

人累计已发生的交

易金额（元）

上年实际发生金额

（元）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商标许

可

重庆力帆控

股有限公司
1,000,000.00 0 1,000,000.00 不适用

在关联

人处存

款

重庆力帆财

务有限公司

不超过

8,000,000,000.00
3,548,755,087.05 4,711,864,972.83 不适用

重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500,000,000.00 52,109,480.66 35,024,800.00 不适用

在关联

人处融

资

重庆力帆财

务有限公司

不超过

8,000,000,000.00
300,000,000.00 493,000,000.00 不适用

重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550,000,000.00 0 0 不适用

原材向

关联人

采购料

和购买

服务

重庆盼达汽

车租赁有限

公司

(办公用车

租赁)

2,000,000.00 367,800.00 369,000.00

不适用（上年

发生金额仅为

11 月、12 月）

山东恒宇新

能源有限公

司

50,000,000.00 440,098.79 131,019,897.43 采购方增加

成都摩宝网

络科技有限

公司（平台

建设及运维

服务）

2,000,000.00 222,000.00 400,000.00

考虑业务发

展，预计金额

适当放宽

向关联

人出售

商品和

提供劳

务

重庆盼达汽

车租赁有限

公司

(销售汽车)

600,000,000.00 0 237,217,289.46 考虑业务发展

重庆盼达汽

车租赁有限

公司

（租车平台

收入）

5,000,000.00 0 4,200,000.00 不适用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元）

2017 年 1-3 月关联

人累计已发生的交

易金额（元）

上年实际发生金额

（元）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重庆盼达汽

车租赁有限

公司（换电

服务）

45,000,000.00 2,491,467.29 4,390,000.00 考虑业务发展

二、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

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帆控股”），成立于2003年11月19日，注册

资本为12.5亿元，法定代表人为陈巧凤，住所：重庆北碚区同兴工业园区B区，经营

范围：利用公司自有资金向工业、高科技产业、房地产业、体育文化产业进行投资

（以上经营范围不含吸收社会存款在内的金融业务），研制、生产、销售：汽车零

部件、摩托车零部件、内燃机零部件（不含汽车、摩托车、内燃机发动机制造）；

销售：金属材料及制品（不含稀贵金属）、电器机械及器材、仪器仪表、电子产品、

通讯设备（不含无线电发射及地面接收装置）。

尹明善、陈巧凤、尹喜地、尹索微直接和通过重庆汇洋控股有限公司、西藏汇川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力帆控股合计100%股权。力帆控股持有本公司股份

620,642,656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49.40%。

2015年末经审计总资产39,570,278,675.06元、净资产10,153,791,480.88元、营

业收入12,535,358,858.62元、净利润419,111,939.21元 。

力帆控股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系《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第八条第（一）项规定的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

（二）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银行”），成立于1996年9月02日，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202869177Y，注册资本为312,706(万人民币元)，法定代

表人为甘为民，住所：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153号，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

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

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从事同业拆借；提供信用证服务



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业务；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办

理地方财政周转金的委托贷款业务。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

结汇、售汇；同业外汇拆借；同业外汇拆借；自营和代客买卖外汇；买卖除股票以

外的外币有价证券；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开办信用卡业务；证券投资基金

销售业务；办理帐务查询、网上转帐、代理业务、贷款业务、集团客户管理、理财

服务、电子商务、客户服务、公共信息等网上银行业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以上经营范围按许可证和批文核定事项及期限从事经营）。

2016年末经审计总资产373,103,734,000.00元、净资产23,811,912,000.00元、

营业收入9,603,034,000.00元、净利润3,502,167,000.00元。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合计持有重庆银行 9.66%股份。为本公司重要联营企业而被

列为关联法人。

（三）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

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1月23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5091200090R，注册资本为15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尹明善，住所：重庆

市江北区聚贤岩广场6号力帆中心2号办公楼第27层1-8号，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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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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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单位

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除股票投资以外的有价证

券投资。

2016年末经审计总资产7,755,215,874.05元、净资产1,651,885,448.80元、营

业收入135,990,569.07元、净利润77,676,737.22元。

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力帆财务公司 51%股权；本公司持有力帆财务公司

49%股权，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企业而被列为关联法人。

（四）山东恒宇新能源有限公司

山东恒宇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恒宇”），成立于2010年3月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5005522024283，注册资本为18,75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

徐保惠，住所：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淮河路1号，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开发；动力

锂离子电池及材料的生产、销售、研发；新型电池的生产、销售；电动自行车、充



电器的销售；新能源汽车的技术开发；合同能源管理；锂电设计；进出口业务（国

家限制禁止进出口的除外）。

2016年末经审计总资产58,663.79元、净资产21,744.63元、营业收入16,186.72

元、净利润-2,039,202.78元。

海德威控股有限公司56%、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东营恒泰投资

管理中心 19.20%、田家智4.8%。为本公司重要联营企业而被列为关联法人。

（五）成都摩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摩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摩宝”），成立于2010年3月3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551095990X，注册资本为17,000万人民币，法定代表

人为尹明善，住所为成都高新区创业路6号31幢，经营范围：计算机领域内的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服务和咨询；第二类增

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凭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

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代理、设计、制作、发布国内广告（不含气球广告）；会

议及展览服务、票务代理服务（不含航空机票代理）、商务咨询服务（不含投资咨

询）；销售计算机产品、网络产品、数字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销售办公用品、文

化用品（不含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家用电器；互联网支付、移

动电话支付（凭支付业务许可证在有效期内从事经营）；跨境外汇支付（货物贸易）

（凭相关批复文件核准的范围从事经营）；计算器及货币专用设备租赁；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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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末经审计总资产522,527,631.46元、净资产68,841,527.01元、营业收入

31,648,633.70元、净利润15,812,464.57元 。

该公司股东及持股比例为：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摩宝科技60.332806%股

权，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善汇锦城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成都善汇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成都善汇蜀都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

及杜昱桦等多名自然人合计持有剩余39.667194%股权，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企业

而被列为关联法人。

（六）重庆盼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重庆盼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5月27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3395837275，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尹明善，住所：重庆市

北部新区经开园金开大道1539号，经营范围：汽车租赁；汽车中介服务；商务信息



咨询；婚庆礼仪服务；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汽车维修服务（取得相关行政许

可后，在许可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为非营运车辆提供代驾服务；车辆清洗服务

（不含维修）；停车场经营服务；销售：汽车及汽车零配件、摩托车及摩托车零配

件。

截止2016年9月30日末总资产717,168,945.07元、净资产-29,399,057.03元、营业收

入2,064,481.22元、净利润-36,351,483.96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持股60%、陈卫持股20%、高钰持股20%，为本公司控股股

东控制企业而被列为关联法人。

上述关联人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上述关联交易的发生系本

公司正常经营所需。

三、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行为，以市场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平、公正、公允

的定价原则，交易双方协商定价。市场价格以交易发生地的市场平均价格为准，在

无市场价格参照时，以成本加合理的适当利润作为定价依据。具体交易内容及合同

签署情况如下：

（一） 商标许可

1、根据公司与力帆控股于2013年3月签署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公司将已注

册的使用在12类商品上的第3025665号注册商标，许可力帆控股在核定使用商品上使

用，许可使用商标的范围和方式为中国境内的普通使用许可，许可使用期限自2014

年6月28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力帆控股在商标的许可使用期限内每年向公司支

付30万元作为上述注册商标的许可使用费。

2、根据公司与力帆控股于2013年3月签署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公司将已注

册的使用在12类商品上的第3027180号注册商标，许可力帆控股在核定使用商品上使

用，许可使用商标的范围和方式为中国境内的普通使用许可，许可使用期限自2013

年3月7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力帆控股在商标的许可使用期限内每年向公司支

付40万元作为上述注册商标的许可使用费。

3、根据公司与力帆控股于2013年1月签署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公司将已注

册的使用在12类商品上的第3022685号注册商标，许可力帆控股在核定使用商品上使



用，许可使用商标的范围和方式为中国境内的普通使用许可，许可使用期限自2013

年1月28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力帆控股在商标的许可使用期限内每年向公司支

付30万元作为上述注册商标的许可使用费。

（二） 在关联方处存贷款

1、公司与财务公司签署的2017年度《金融服务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 财务公司给予力帆股份 80 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在依法合规的前提

下为力帆股份提供资金融通业务，力帆股份及力帆股份下属子公司可使用该授信额

度；

(2) 财务公司吸收力帆股份的存款余额合计不超过 80 亿元；

(3) 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

(4) 协助力帆股份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

(5) 办理力帆股份与其下属子公司之间的委托贷款；

(6) 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7) 办理力帆股份与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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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对力帆股份提供担保；

(9) 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

(10)提供力帆股份及下属单位产品的买方融资、消费信贷服务；

(11)为力帆股份发行债券提供承销服务；

(12)其他服务：财务公司将与力帆股份共同探讨新的服务产品和新服务领域，并

积极进行金融创新，为力帆股份提供个性化的优质服务。

存款利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存款利率上浮 10%执行，同时不低于力

帆股份同期从国内其他金融机构取得的同类存款的利率水平，也不低于财务公司同

期向其他公司提供的同类存款业务的利率水平。

贷款利率参照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贷款基准利率，在签订每笔贷款合同时，

双方依据当时市场行情进行协商，对贷款执行利率做适当调整，同时不高于力帆股

份同期在国内其他金融机构取得的同档次贷款利率；除存款和贷款以外的其他各项

金融服务，收费标准不高于国内其他金融机构同等业务费用水平。

协议有效期为一年。本协议有效期满，如双方未提出异议并书面通知对方，本协



议将每年自动延期一年。

2、重庆银行向力帆股份及下属子公司提供存款、贷款、结算等金融服务进而形

成日常关联交易，上述关联交易均属于日常经营业务，系交易双方协商一致并视情

况分别签署相应借贷协议、承兑协议等文件，其中存款和贷款利率均按照中国人民

银行颁布的基准利率及浮动区间执行。

（三） 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及服务

向山东恒宇采购新能源汽车电池，向成都摩宝采购代扣业务、移动支付收款服务

以及系统运行环境搭建及运行维护服务，价格均按市场价格执行。

（四） 向关联方销售商品

向盼达租赁销售新能源汽车、提供网络平台信息服务、提供能源服务，价格均按

市场价格执行。

四、 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包括下属子公司）向力帆控股收取商

标许可使用费，与力帆财务公司和重庆银行的金融服务，从参股公司山东恒宇采购

汽车原材料及零配件，向成都摩宝购买服务等日常关联交易，有利于降低公司经营

费用及经营成本，向盼达租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零配件、网络平台服务、能源

服务有利于公司新能源汽车的使用推广，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公司利益，未损害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亦未因上

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4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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