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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18 年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日常性关联交易概述 

（一）日常性关联交易审议和表决情况 

2017 年 12 月 2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预计公司 2018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还需

提交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二）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序号 
关联交易

类型 
交易内容 交易方 

2018 年度预

计发生额上

限 

1 接受担保 

接受公司实际控制人、董监

高及其他关联方提供的贷

款担保 

宣奇武、刘剑、王跃建 20,000万元 

2 提供担保 

向公司投资公司（包含全资

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

公司）及其他关联方提供担

保（包含贷款担保） 

1、北汽泰普越野车科技有限公司 

2、四川阿尔特新能源汽车有限公

司 

10,000万元 

3 提供服务 
向公司关联方提供技术开

发、改装服务并收取费用  

1、西藏帝亚一维新能源汽车有限

公司 

2、陕西帝亚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3、北京艾斯泰克科技有限公司 

4、柳州菱特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25,000万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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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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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采购劳务/

原材料 

向公司关联方采购劳务/原

材料预计金额 

1、北京艾斯泰克科技有限公司 

2、上海卡耐新能源有限公司 

3、天津华尚思坦德汽车技术有限

公司 

4、柳州菱特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5,000万元 

（三）表决和审议情况 

议案表决情况： 

1、接受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宣奇武先生、刘剑女士及其他关

联方王跃建先生提供的贷款担保不超过 20,000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表决 2票；关

联董事宣奇武先生、刘剑女士回避表决。 

2、向北汽泰普越野车科技有限公司、四川阿尔特新能源汽车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包含贷款担保）不超过 10,000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表决 2票；关

联董事宣奇武先生、张立强先生回避表决。 

3、向西藏帝亚一维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陕西帝亚新能源汽车

有限公司、北京艾斯泰克科技有限公司、柳州菱特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技术开发、改装服务并收取费用不超过 25,000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表决 2票；关

联董事宣奇武先生、张立强先生回避表决。 

4、向北京艾斯泰克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卡耐新能源有限公司、

天津华尚思坦德汽车技术有限公司和柳州菱特动力科技有限公司采

购劳务/原材料不超过 5,000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表决 2票；关

联董事宣奇武先生、张立强先生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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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姓名 住址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宣奇武 
长春市绿园区锦

程大街 
不适用 不适用 

刘剑 
北京市朝阳区芳

园南里 
不适用 不适用 

北汽泰普越野车科技有

限公司 

北京市顺义区赵

全营镇昌金路赵

全营段 167 号院 3

幢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推广；汽车零部件技术研

发；批发汽车零部件；经济贸易

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市场调查；汽车装

饰；汽车驾驶陪练；汽车租赁；

承办展览展示；销售汽车、润滑

油、润滑脂；生产越野车改装零

部件（不含汽车电子装置制造与

研发不含表面处理作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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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奇武 

四川阿尔特新能源汽车

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经济

技术开发区（龙泉

驿区）星光中路 18

号 

混合动力汽车零部件及配件研

发、制造、销售;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贸易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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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取得相

关行政许可（审批），不得开展

经营活动] 

宣奇武 

西藏帝亚一维新能源汽

车有限公司 

西藏自治区拉萨

市达孜县工业园

区江苏拉萨展销

中心 527室 

生产新能源汽车动力模块；新能

源汽车整车、纯电动汽车的生产

项目；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动

力模块系统零部件；新能源汽车

整车及零部件租赁；生产销售汽

车零部件；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技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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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锋 

北京艾斯泰克科技有限 北京市北京经济 技术推广服务；销售汽车、汽车 黄健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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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技术开发区科创

五街 38 号 B1 座

711室 

零配件、摩托车零配件、机械设

备、电气设备、日用品、皮革制

品、五金交电；汽车装饰；代理

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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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柳州菱特动力科技有限

公司 

柳州市柳江区穿

山镇恒业路 6号 

汽车电子产品及发动机零部件

的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发

动机的研发、销售和服务。 

钟成 

上海卡耐新能源有限公

司 

上海市嘉定工业

区兴邦路 398号 

研发、生产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

汽车、储能设施所需锂离子电池

及其零配件，销售本公司自产产

品；上述产品及同类商品的批

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

外），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不

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

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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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洪涛 

陕西帝亚新能源汽车有

限公司 

陕西省渭南市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秦裕路 1号 

许可经营项目：(上述经营范围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凭许可证

明文件或批准证书在有效期内

经营，未经许可不得经营)。 一

般经营项目：新能源汽车整车、

纯电动汽车的生产；新能源汽车

整车、动力模块系统零部件的销

售；新能源汽车动力模块的安

装；新能源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的

租赁；相关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汽车零部件的生产和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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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国辉 

天津华尚思坦德汽车技

术有限公司 

天津市武清区大

碱厂镇幸福道北

侧劳动服务中心

办 公 楼 301-024

（集中办公区） 

汽车整车、零部件的技术开发、

设计及相关咨询服务。（以上经

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

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

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周道辉 



公告编号：2018-005 

 

（二）关联关系 

宣奇武先生、刘剑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同时，宣奇武先生担

任公司董事长，刘剑女士为宣奇武配偶，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

王跃建先生担任公司前任总经理，目前已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北汽泰普越野车科技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比

例为 51%； 

四川阿尔特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

比例为 55.56%； 

柳州菱特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持股比例为

49%； 

上海卡耐新能源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持股比例为

2.32%； 

西藏帝亚一维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持股

比例 2%； 

北京艾斯泰克科技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子公司阿尔特汽车设计

宜兴有限公司的参股公司，阿尔特汽车设计宜兴有限公司对其持股比

例为 10%； 

天津华尚思坦德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参股公司西藏帝亚一

维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西藏帝亚一维新能源汽车有限

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 

陕西帝亚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为公司参股公司西藏帝亚一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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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西藏帝亚一维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为 50.82%。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日常生产经营状况，预计 2018 年日常性关

联交易额度不超过 60,0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接受公司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及其他关联方提供的贷款担保

不超过 20,000万元。 

2、向公司投资公司（包含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

及其他关联方提供担保（包含贷款担保）不超过 10,000万元。 

3、向公司关联方提供技术开发、改装服务并收取费用，预计金

额不超过 25,000万元，采用市场定价。 

4、向公司关联方采购劳务/原材料预计金额不超过 5000 万元，

采用市场定价。 

 

四、关联交易的必然性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性交易，是业务快速发展及生产经营的

正常所需，是合理的、必要的。 

 

五、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公司与关联交易方的交易是公允的，遵循按照市场定价的原则，

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任何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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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性没有因关联交易受到影响。 

 

六、授权签署 

在预计的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范围内，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

根据业务开展的需要签订相关合同。 

 

七、备查文件 

    《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决议》 

特此公告 

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1月 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