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166       证券简称：福田汽车     编号：临 2019—103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北京安鹏中融汽车新零售科技有限公司 

增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关联交易影响：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商业惯例，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等产生不利

影响。上市公司的收入、利润也不依赖此关联交易。所以，此关联交易不会影响上市公

司独立性。 

  除日常关联交易外，公司过去 12个月内在授权范围内与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公司进行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 28,375万元。公司与其他关

联人之间未发生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 关联交易概述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参股的北京安鹏中融汽车新零售

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持股 49.09%，以下简称“安鹏中融”）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同时为

满足监管部门的风险管控指标要求，支持业务规模扩张，促进福田汽车产品销售，拟由

安鹏中融股东北京汽车集团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汽产投”）和公司向安鹏

中融增资 72,500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按股比出资 35,590万元。安鹏中融完成增资

后，由安鹏中融将上述增资款分别向其全资子公司北京中车信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车信融”） 增资 50,000 万元，向其控股子公司安鹏国际融资租赁（深圳）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鹏深圳”）增资 22,500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截

至本次交易，过去十二个月内公司与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公

司发生的关联交易（股东大会已批准的除外）未达到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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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值 5%以上，因此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9年 11月 22日，公司以电子邮件、传真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

《关于公司按股比向关联方安鹏中融增资的议案》。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

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 4位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并且关联董事应该回避表决，并发表了同意该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内控委对该议案进行了认真审核，发表了同意意见。 

公司董事会投资委对该议案进行了认真审核，发表了同意意见。 

《关于公司按股比向关联方安鹏中融增资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派出董事回避表决，表决情况：本公司共有董事 11 

名。依据《规则》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张夕勇、张建勇、孙彦臣、王文健回避表决。截

至 2019 年 12月 3日，共收到有效表决票 7张。董事会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

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按股比向关联方安鹏中融增资的议案》。  

2、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派出董事不回避表决，表决情况：本公司共有董事 11

名。依据《规则》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张夕勇、张建勇、孙彦臣回避表决。截至 2019 年 

12月 3日，共收到有效表决票 8张。董事会以 8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按股比向关联方安鹏中融增资的议案》。 

决议如下： 

1、同意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按股比向北京安鹏中融汽车新零售科技有限公

司增资人民币 3.559亿元，以用于北京安鹏中融汽车新零售科技有限公司分别向北京中

车信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安鹏国际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增资，资金来源为自有

资金； 

2、授权经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三、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北汽产投是公司控股股东北汽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安鹏中融、中车信融及安鹏深圳

是北汽产投控股子（孙）公司，依照《规则》第 10.3.1（二）的规定，北汽产投、安鹏

中融、中车信融及安鹏深圳作为公司的关联方，本公司与北汽产投按股比向安鹏中融增

资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北京汽车集团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北京汽车集团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兆丰产业基地东盈路 19号。 

历史沿革：2012年 9月 6日成立。 

法定代表人：张建勇。 

注册资本：175,911.625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2018年的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2,531,179 万元、净资产 675,806万元、营业收入

164,773.15万元、净利润 70,635.27万元。 

2、北京安鹏中融汽车新零售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北京安鹏中融汽车新零售科技有限公司。 

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怀柔区红螺东路 21号 56幢。 

历史沿革：2018年 9月 6日成立。 

法定代表人：刘钧。 

注册资本：261,097.79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融资租赁、经营租赁、保理、投资咨询服务、汽车销售、汽车租赁等。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北汽产投持股 50.91%，福田汽车持股 49.09%。 

2018年的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1,580,299 万元、净资产 192,774万元、营业收入

120,968万元、净利润 15,857万元。 

3、北京中车信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北京中车信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怀柔区大中富乐村红螺东路 21 号 56幢。 

历史沿革：2012年 4月 25日成立。 

法定代表人：乐荣生。 

注册资本：7亿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融资租赁；汽车租赁（不含九座以上客车）；销售汽车；机械设备租赁；

开展与融资租赁和租赁业务相关的租赁财产购买、租赁财产残值处理与维修、租赁交易



咨询和担保、向第三方机构转让应收账款、接受租赁保证金；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

业保理业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经济信息服务。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北京安鹏中融汽车新零售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0%。 

2018年的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1,086,547.61 万元、净资产 74,144.40 万元、营

业收入 71,427.54万元、净利润 11,878.33万元。 

4、安鹏国际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安鹏国际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楼 A栋。 

历史沿革：2014年 8月 26日。 

法定代表人：刘钧。 

注册资本：8,025.81 万美元。 

主营业务：融资租赁、汽车租赁、租赁资产残值处理及回收、租赁交易咨询等。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北京安鹏中融汽车新零售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75%），北汽国

际（香港）有限公司（持股 25%）。 

2018年的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402,706万元、净资产 58,636万元、营业收入

408,126万元、净利润 1,996万元。 

公司与上述 4家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保持独立。 

四、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的名称及类别 

与关联人共同对关联方增资。 

（二）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北京安鹏中融汽车新零售科技有限公司。 

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怀柔区红螺东路 21号 56幢。 

历史沿革：2018年 9月 6日成立。 

法定代表人：刘钧。 

注册资本：261,097.79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融资租赁、经营租赁、保理、投资咨询服务、汽车销售、汽车租赁等。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北汽产投持股 50.91%，福田汽车持股 49.09%。 

2018年的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1,580,299 万元、净资产 192,774万元、营业收入



120,968万元、净利润 15,857万元，扣非后的净利润 15,857万元。（以上 2018年数据

业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无

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2019年 1-9月的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1,590,069万元、净资产 202,251万元、营

业收入 86,159 万元、净利润 9,478万元，扣非后的净利润 9,478万元。（数据未经审

计） 

安鹏中融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第三人权利情况，不涉及对本次

交易构成重大影响的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三）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为原股东同比例增资，增资后公司持有安鹏中融股权比例不变。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依据 

安鹏中融本次增资由原有的两家股东北汽产投和福田汽车按照原出资比例进行出

资，故无增资溢价，两家股东按照每 1元注册资本对应 1元人民币出资。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公司与北汽产投及安鹏中融拟签署《北京安鹏中融汽车新零售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协

议》。主要条款如下： 

（一）增资的主体 

本次增资协议的主体为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汽车集团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北京安鹏中融汽车新零售科技有限公司。 

（二）增资的金额 

本次公司与北汽产投拟按现有持股比例，以货币出资方式，对安鹏中融增资，其中

公司向安鹏中融增资 35,590.25万元，北汽产投向安鹏中融增资 36,909.75 万元，增资

完成后，安鹏中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33,597.79 万元，北汽产投与公司持有安鹏中

融股权比例不变。 

（三）增资款用途 

安鹏中融将北汽产投与福田汽车支付的增资款共 72,500万元定向用于对其全资子

公司中车信融及其控股子公司安鹏深圳进行增资，其中安鹏中融对中车信融增资 50,000

万元，对安鹏深圳增资 22,500万。 

（四）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协议各方股东会或董事会批准后，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

盖各方公章之日起生效。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对安鹏中融以自筹资金进行增资，在确保上市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

提下实施，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上市公司投资收益。 

本公司对安鹏中融进行增资，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股

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等产生不利影响。上市公司的收入、

利润也不依赖此关联交易。所以，此关联交易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 4位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关于公司按股比向关联方安鹏中融增资

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且关联董事应该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公司与北京安鹏中融汽车新零售科技有限公司的关联

交易，符合公正、公允、公平原则，交易价格公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关于

公司与北京安鹏中融汽车新零售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关联交易事项，审议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关于公司按股比向关联方安鹏中融增资的议案》。 

八、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授权（未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公司（含全资、控股子（孙）

公司）2018年可在 84,277.62 万元的总额度内与北京中车信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和北京

福田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详见临 2018-083号公告）。2018年 11-12月，公

司与北京中车信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北京福田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

累计为 13,224万元。 

2019年 1月，公司以 1,250万元现金出资，与北京北汽鹏龙汽车服务贸易股份有限

公司等共同设立北汽鹏龙（沧州）新能源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10%。 

2019年 2月，公司董事会授权同意公司以所持河北北汽福田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河北福田”）的 51%股权出资，与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共同设立河北规一汽

车部件有限公司(后改名为河北规显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其中福田汽车以北京天健兴业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8）第 1515 号）确认的股

权对价为基准核定所持有的股权价值为 8,900.9万元（详见临 2019-11号公告）。2019

年 6月末，河北福田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019年 6月，公司董事会授权同意公司出资人民币 5,000万元，参与北京新能源汽

车技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股权融资。（详见临 2019-059号公告） 



除上述交易外，过去 12个月内，公司未与同一关联人进行除日常关联交易外的其

他交易，也未与不同关联人进行交易类别相关的其他关联交易。 

九、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二）经与会监事签字确认的监事会决议 

（三）增资协议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或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五）董事会投资委委员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