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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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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4月27日召开第八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均审议通过了《2021年日常关联

交易执行情况及2022年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其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该议案时，公司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经与会非关联董事表决，一致同意上述

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关联交易，并发表独立意见：本次预计发生的日常

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与各关联人之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

在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下进行，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市场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阅该议案认为：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

符合公司业务特点和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交

易行为在公平公正原则下进行，交易价格经交易双方协商后确定且价格公允，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董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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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1年预

计金额 

2021年实际

发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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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鞍山兵工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600 106.37 
采购量较 

预计减少 

中国兵工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13 6.7  

韩国东进精工株式会社及其所属企业 6800 4075 
采购量较 

预计减少 

长春亚大汽车零件制造有限公司 100 90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5 4.97  

吉林大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500 42.08 
采购量较 

预计减少 

小计 8018 4325.12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所属企业 
65000 56598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所属企业 
3300 3341  

ПАО "КАМАЗ" 2700 2741  

重庆铁马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0 15  

江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100 0  

吉林大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550 129 
销量较 

预计减少 

山东蓬翔汽车有限公司 300 70  

韩国东进精工株式会社及其所属企业 0 13  

小计 71960 62907  

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 
吉林大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50 177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辽沈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5 0.58  

吉林东光奥威汽车制动系统有限公司 100 0  

吉林东光集团有限公司 600 158.6 
管理费 

较预计减少 

吉林大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40 0  

小计 705 159.18  

在关联人的财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8000 10579 年末提前回款



务公司存款 较少，存款余额

较预计减少。 

发生的设备 

租赁(承租）  
吉林东光集团有限公司  1000 848  

发生的设备

租赁(出租）  
吉林大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65 143  

发生的房屋

租赁（出租)  
吉林大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50 206  

发生的设备

租赁（承租）  
吉林大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5 3.4  

发生的房屋

租赁（承租）  
吉林大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60 37  

 

（三）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2年

预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

与关联人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金额 

2021年

实际发生

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向关联人购

买原材料 

鞍山兵工物资有

限责任公司      
20 0.03  0 106.37 0.16 

中国兵工物资集

团有限公司 
30 0.04  7 6.7 0.01 

韩国东进精工株

式会社及其所属

企业 

3000 4.34  865 4075 6.12 

长春亚大汽车零

件制造有限公司 
200 0.29  49 90 0.14 

中国第一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 
100 0.14  0 4.97 0.01 

吉林大华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 
100 0.14  11 42.08 0.06 

小计 3450 4.98 932 4325.12 6.5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

品 

 

 

 

 

中国第一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

所属企业 

45000 38.46 8937 56598 50.89 

内蒙古第一机械

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所属企业 

2000 1.71 690 3341 3 

П А О 

"КАМАЗ" 
3700 3.16 700 2741 2.46 



重庆铁马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 
70 0.06 4 15 0.01 

江麓机电集团有

限公司 
70 0.06 40 0 0 

吉林大华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 
150 0.13 0 129 0.12 

山东蓬翔汽车有

限公司 
100 0.09 33 70 0.06 

韩国东进精工株

式会社及其所属

企业 

100 0.09 0 13 0.01 

小计 51190 43.76 10404 62907 56.55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吉林大华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  
70 100 10 177 100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辽沈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 
5 0.42 0.04 0.58 0.05 

吉林东光奥威汽

车制动系统有限

公司 

20 1.69 0 0 0 

吉林东光集团有

限公司 
200 16.92 25.47 158.6 13.42 

吉林大华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  
30 2.54 11 0 0 

小计 255 21.57 36.51 159.18 13.47 

在关联人的

财务公司存

款 

兵工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 
15000 98 13180 10579 96.30 

发 生 的 设 备 

租赁(承租）  

吉林东光集团有

限公司  
1000 98.04 0 848 99.60  

吉林大华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 
20 1.96 3 3.4 0.40 

小计 1020 100 3 851.4 100 

发生的设备租

赁(出租）  

吉林大华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 
200 100 0 143 100 

发 生 的 房 屋 

租赁（出租)  

吉林大华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 
260 100 0 206 100 

发生的房屋租

赁（承租）  

吉林大华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 
300 100 74 37 10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介绍 

（1）鞍山兵工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蔡博 

注册资本：5998 万元人民币 

住所：鞍山市铁东区新光街 19栋 1号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中国兵工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不含专营）、非金属矿物制品、生产性废旧金属、电

子元器件、电气机械、机械设备及配件、机电设备及配件、日用家电、装潢材料、

化工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建材、纺织品、橡胶及橡胶制品、塑料及塑料制

品、玻璃及玻璃制品、五金工具、五金备件、各类紧固件、焊条、耐火材料、煤

炭、焦炭、汽车、润滑油、冷却液、切削液经销；硝酸、盐酸、硫酸、氧、氮、

氩批发（无储存）；贸易代理；经济贸易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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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鞍山兵工物资

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在东北地区派驻机构。 

（2）韩国东进精工株式会社 

类型：民营个体 

法定代表人：李浩吉 

住所： 韩国，釜山 

经营范围：液压举升机构，车用电机等 

关联关系：子公司长春一东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由公司和韩国东进

精工株式会社合资组建。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56%的股权，韩国

东进精工株式会社持有其 44%的股权。 

（3）吉林东光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赵晓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超然街 2555 号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东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武器装备科研生产、汽车零部件（除发动机）、光学仪器、铸件、

锻件、机械加工制造、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本企业生产、

科研所需原辅材料、设备及技术的进口业务；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赁、电气设

备租赁、仪器仪表租赁；系统内房屋维修、水暖维修（经营范围中未取得专项审

批许可的项目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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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吉林东光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4）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徐留平 

注册资本：354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吉林省长春市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大街 8899号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营范围：汽车及零部件（包含新能源汽车及与其相关的电池、电机、电控，

不含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智能产品及设备、铸锻件毛坯等的开发、设计、试

验、检测检定、制造及再制造、销售；机械加工；工具、模具及设备等的设计、

研发及制造；工程技术研究、设计、工程建筑等业务组织和投资管理及服务；物

流、仓储、租赁、能源、回收利用、二手车等相关衍生业务（不含易燃易爆危险

化学品）；咨询、技术、商务、进出口（不含出版物进口业务；不包括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软件及信息、劳务服务（不含对外劳务

合作经营和国内劳务派遣）（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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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二大股东一汽股权投资（天

津）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向一汽集团所属相关整车厂及发动机厂配套销

售离合器产品。 

（5）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李全文 

注册资本：170425.181700 万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民主路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坦克装甲车辆及轮式装甲车

辆设计、研发、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机械制造；汽车、专用汽车、铁路车辆、

工程机械整车及零配件设计、研发、制造、采购、销售及售后服务；本企业生产

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冶炼冲锻工具制造、计

算机软件、集装箱配件、金属制品、非金属制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铸造材

料、模具、普通机械、环保设备、回转支承产品、压力容器产品、特种防护产品、

安全应急装备设计、研发、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铁路机车、货车、客车零部

件以及高铁零部件的研制、开发、生产、销售；航空、航天、船舶机械、石油机

械、煤炭机械、包装机械、电力设备、风力发电设备零部件的研制、开发、生产、

采购、销售及技术服务；矿山机械、液压成型设备及元部件设计、开发、生产、

采购、销售及技术服务；煤机设备制造、销售及维修；进出口业务经营（国家禁

止或限制公司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机械设备安装；特种车辆及零部件研制、

开发、生产、采购、销售、维修及技术服务； 技术服务；产品试验检测；金属

材料、建筑材料、化工产品（危险品除外）的购销；冶金机械；铸造、机械加工、

精密加工、装配焊接、组焊装配、数控切割、冲压、特种材料处理、热处理、表

面热处理、防腐涂装、劳务分包、仓储、装卸、采掘工程承包，自有房屋租赁，

机械设备租赁及其技术咨询服务; 普通货运；氮气制品、氩气制品、二氧化碳制

品、氧气制品生产、销售；检测和校准技术服务；机电设备保全、修理（安装）、

改造 

关联关系：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内蒙古第一机

械集团有限公司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重庆铁马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陈树清  

注册资本：26222 万元人民币 



住所： 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正街 43 号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在许可证核定事项范围内从事武器装备科研生产，

生产、销售铁马牌汽车及配件（按公告核定产品从事经营），道路机动车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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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型汽车变速器、电表、水

表、模具、机械配件，机械加工，车辆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种植业，园艺设计，

进口本企业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理化检测，资料

翻译，零售日用百货、办公用品，房地产开发及物业管理（凭资质证书执业），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货物运输代理，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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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重庆铁马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7）山东蓬翔汽车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晓东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南王街道南环路 5号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东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公告范围内的各类改装车（不含小轿车）生产、销售（有效期

限以许可证为准）；底盘及汽车总成和零部件生产、销售（不含小轿车）；环卫

机械产品生产、销售；农用机械产品生产、销售；产品售后服务；资格证书范

围内的进出口业务；仓储（不含危险品）；厂房和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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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东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持有吉林东光集团有限公司股份，

吉林东光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山东蓬翔汽车有限公司为东北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8）吉林东光奥威汽车制动系统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孟庆洪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高新区卫明街 999号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东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汽车、自行车零部件，机械配件加工，本企业自产机电产品，成

套设备及相关技术出口业务，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

器仪表、备件备品、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来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工具、工装加工、制造；金属材料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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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东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持有吉林东光集团有限公司股份，

吉林东光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吉林东光奥威汽车制动系统有限公司

为东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9）辽沈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徐建瑛 

注册资本： 38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沈阳市大东区正新路 42号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国防计量服务，检验检测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

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含危险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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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弹药

制造；机械设备、金属制品、塑料制品加工制造；压力容器、复合材料、建筑材

料、粉沫冶金制品、木材的加工、制造；水、热力生产和供应、电力转供应；水

电管网维修；给排水服务；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仪器仪表制造、维修；机

械设备、自有房屋租赁；电器安装与维修；机械设备（不含电力设备）修理、安

装、调试；电讯器材维修、加工、零售；计量服务；职业技能评价；人力资源服

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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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公司与辽沈工业集团公司的最终控制人均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 

（10）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邱江 

注册资本：634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青年湖南街 19号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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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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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融机构

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

券；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成员单位开展外汇资金集

中管理及即期结售汇业务（包括自身结售汇业务和对成员单位的结售汇业务）。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由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共同出资组建，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11）北京北方凌云悬置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信虎峰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北京市怀柔区雁栖经济开发区雁栖北三街 16号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生产汽车零部件；技术推广服务；销售汽车零部件。（市场主体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公司与北京北方凌云悬置系统科技有限公司的最终控制人均为中

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2）江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黄帅丹 

注册资本：20600 万人民币 

住所：湘潭市雨湖区解放北路四号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特种车辆、车辆传动设备、车辆电器设备及其他通用设备、专用

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承接“三来一补”业务；普通货物道路运输；大型物

件运输。（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关联关系：公司与江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的最终控制人均为中国兵器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 

（13）中国兵工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白长治 

   注册资本：217336.778828 万元人民币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 10号院科技 1号楼二至五层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汽油、煤油、柴油批发业务；经营危险化学品(许可范围以许可

证为准，有效期至 2024 年 11月 10日)；住宿；销售棉花、金属矿石、金属材料、

重油、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建筑材料、铁矿石及木材、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

除外）、汽车、煤炭、稀贵金属、石脑油、燃料油、五金交电、针纺织品、橡胶

制品、塑料制品、电子产品及通信设备、体育用品、服装、百货、皮革及制品、

文教用具、纸、纸制品、食品、第一类医疗器械、第二类医疗器械；进出口业务；

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咨询、信息服务；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摩托车



的维修及租赁；仓储；货运代理；道路货物运输；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

招标代理业务；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

训、技术中介服务；出租办公用房、出租商业用房；物业管理；产品设计。（市

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食品、住宿、道路货物运输

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公司与中国兵工物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最终控制人均为中国兵器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 

（14）吉林大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孟庆洪 

   注册资本：4724 万元人民币 

住所：高新开发区超然街 2555号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东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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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许可证经营），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以上各项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专

项审批的项目未获批准之前不得经营)* 

关联关系：东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持有吉林东光集团有限公司股份，

吉林东光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吉林大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为东北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15）长春亚大汽车零件制造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罗开全 

注册资金：1000 万元 

住所：吉林省长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达新路 797号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生产汽车用塑料管路总成及注塑件和自动化用各种管路、管件、

缸类、阀类；生产橡胶及金属管路总成（以上各项在该许可的有效期内从事经营），



汽车零部件及气动、液压行业用管路、管件的研究、开发、检测、技术咨询服务；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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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公司与长春亚大汽车零件制造有限公司的最终控制人均为中国兵

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6）辽沈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徐建瑛 

注册资金：38000 万人民币 

住所：沈阳市大东区正新路 42号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国防计量服务，检验检测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

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含危险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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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弹药制

造；机械设备、金属制品、塑料制品加工制造；压力容器、复合材料、建筑材料、

粉沫冶金制品、木材的加工、制造；水、热力生产和供应、电力转供应；水电管

网维修；给排水服务；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仪器仪表制造、维修；机械设

备、自有房屋租赁；电器安装与维修；机械设备（不含电力设备）修理、安装、

调试；电讯器材维修、加工、零售；计量服务；职业技能评价；人力资源服务（不

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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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公司与辽沈工业集团公司的最终控制人均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 

 （17）ПАО "КАМАЗ"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开放式股份公司） 

法定代表人： 谢尔盖 阿纳托利耶维奇 卡郭金 

注册资金：353.61 亿卢布  

住所：鞑靼斯坦共和国，卡马河畔切尔尼市，工厂大街 2号 



经营范围:卡车的制造；制造车辆的内燃机；生产车辆及其发动机的零件和

配件；冶金生产和金属制品的生产；工具生产；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领域的科学

研究和开发；使用代表国家机密的信息进行工作；根据俄罗斯联邦法律保护国家

秘密；会计业务；买卖车辆；从事汽车零部件，零件和配件的交易；投资活动；

对外经济活动；现有法律未禁止且不禁止的其他业务与公司业务目标不一致。联

邦法律规定了其清单的某些业务可以由公司只有在获得特别许可（许可证）之后。 

关联关系：子公司“Yidong Clutch RUS”有限责任公司由本公司和“卡马

斯对外贸易仓储有限责任公司”及“吉林省绪成机械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合资

组建。ПАО "КАМАЗ"为“卡马斯对外贸易仓储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 

2.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关联方是依法存续的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

好的履约能力。 

三、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公司每年度与上述关联方签署年度销售（采购）合同，向上述关联方销售

离合器、液压翻转机构等产品、采购生产离合器等原材料以及开展其他与企业经

营相关业务。 

与各关联人之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在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下

进行，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的利益。关联交易的定价方法为：以市场化为原则，并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

若交易的产品和劳务没有明确的市场价格时，由双方根据成本加上合理的利润协

商定价；关联方向公司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不高于向任何独立第三方提供相同

产品和服务的价格。 

2.公司于2020年与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在兵工

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存、贷款及开立结算账户办理资金结算等相关业务。协议

期限三年。 

在关联方存贷款等金融服务定价：本公司在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存款利

率按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存款利率收取利息；贷款利率符合中国

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政策；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提供结算服务收



费不高于一般商业银行结算费用水平。 

预计2022年度在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存款利率为：0.37%（活期）—1.42%

（七天存款），暂无每日最高存款限额；贷款额度为2,000万元；贷款利率范围

为3.85%—4%；年度授信总额为8,000万元。 

四、 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交易的必要性、持续性 

（1）向关联方销售（采购）产品：销售产品的关联方是国内主要的汽车整

车及发动机生产商，是公司的主要客户；采购产品的关联方为公司提供产品或服

务的价格均通过市场竞价完成价格确定，定价公允、合理。故上述关联交易必要

且持续。 

（2）关联方向公司提供存贷款等金融服务关联交易：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在符合人民银行各项规定的前提下能够提供优质具有竞争力的服务和价格，公

司按择优选择原则，将继续履行与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金融服务协议。 

2.交易的公允性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价格均通过市场竞价完成价格确定，定价公允、合理，

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交易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业务完全遵循市场化运作模式，不因公司与关联方的关

联关系而受影响，因此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特此公告。 

                    

 

 

 

 

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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