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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CHAI POWER CO.,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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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刊發之日，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譚旭光先生、張泉先生、徐新玉先生、
孫少軍先生、袁宏明先生及嚴鑒鉑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王曰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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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張忠先生、王貢勇先生、寧向東先生、李洪武先生及聞道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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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338         证券简称：潍柴动力       公告编号：2019-008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持续性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公司、本公司、潍柴动力：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福田汽车：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山推股份：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重工：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一、日常持续性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本公司运营发展需要，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5日召开五届三次

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与福田汽车及山推股份的日

常持续性关联交易。现对日常持续性关联交易的预测情况公告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19年预

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2018年发

生金额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福田汽车 

潍柴动力及其附属公司向

福田汽车销售柴油机主机、

关键零部件及相关配件 

60,203 8,723.71 37,082.54 

山推股份 

潍柴动力及其附属公司向

山推股份销售柴油机主机、

关键零部件及相关配件 

62,000 17,683.5 29,702.03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小计 122,203 26,407.21 66,78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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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 

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

索引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福田汽车 

潍柴动力及其附

属公司向福田汽

车销售柴油机主

机、关键零部件及

相关配件 

37,082.54 69,000 0.53% 46.26% 

2018 年 3 月

29 日巨潮资

讯网《日常持

续性关联交

易公告》 

山推股份 

潍柴动力及其附

属公司向山推股

份销售柴油机主

机、关键零部件及

相关配件 

29,702.03 51,000 3.7% 41.76% 

2018 年 8 月

29 日巨潮资

讯网《日常持

续性关联交

易公告》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小计 66,784.57 120,000 0.86% 44.35% ---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1．潍柴动力及其附属公司与山推股份关联交易未达上限，主要是

受三方面影响：一是工程机械行业增长降速，山推股份采购数量未

能实现大幅增长；二是考虑其库存压力，山推股份需要消耗以往年

度库存；三是山推股份摊铺机和推土机销量较计划减少，采购相关

产品的数量减少。 

2．潍柴动力及其附属公司与福田汽车关联交易未达上限，主要是

福田汽车装配潍柴动力及其附属公司相关产品的车型的产量较计

划减少，采购潍柴动力及其附属公司相关产品的数量较计划减少。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2018 年，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与福田汽车、山推股份的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额与预计上限金额存在差异，主要是受市场环境影响，符合

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且符合本公司及股东整体利益，没有发现有损

害本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行为和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编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人民币 万

元） 

注册地 主营业务 
企业 

类型 
法定代表人 

1 

北汽福田

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 

667,013.129 

北京市昌平

区沙河镇沙

阳路老牛湾

村北 

制造汽车（不含小轿车）、模具、冲压件、发动

机、机械电器设备；销售汽车、模具、冲压件、

发动机、机械电器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

备、钢材、通讯设备；环境机械及清洁设备的制

造（限外埠地区经营）；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

其他股

份有限

公司(上

市) 

张夕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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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集成服务；仓储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技术

服务；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出

口业务；本企业和成员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

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

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营销策划、营销咨询、产品推广服务；普通货物

运输；商标转让与代理服务；版权转让与代理服

务；著作权代理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

展；销售医疗器械Ⅲ类：6821 医用电子仪器设

备、6854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

6845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专利代理。（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

医疗器械Ⅲ类：6821 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54

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45 体

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专利代理以及依法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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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 

山推工程

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124,078.7611 

中国山东省

济宁市高新

区 327国道

58 号 

建筑工程机械、矿山机械、农田基本建设机械、

收获机械及配件的研究、开发、制造、销售、租

赁、维修及技术咨询服务；房屋、场地出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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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 

刘会胜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由于本公司董事张泉先生在福田汽车担任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 10.1.3 条的规定，本公司及其附属

公司与福田汽车构成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山推股份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山东重工控股 29.37%的公司，与本公

司关系为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十章第一节 10.1.3 条的规定，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与山推股份构成

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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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关联方在与本公司及相关附属公司长期的业务协作配套关系

中，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基本上不会形成本公司的坏账损失。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原则 

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与上述各关联方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交易定

价按照市场价格确定，如无市场定价，则根据政府定价或按实际成本加

上合理利润定价等方式确定，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系本公司及相关附属公司实际生产经营发展需要，

公司与相关关联方发生的日常持续性关联交易均基于长期业务往来，不

会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也不会影响本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 

六、审议程序 

（一）上述关联交易已经本公司五届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根据境

内外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关联董事谭旭光先生、江奎先生、张泉先生

在相关议案表决时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意见： 

1.同意将关于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与福田汽车、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与

山推股份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五届三次董事会审议。 

2.上述关联交易均系正常生产经营所需，交易定价均按照市场价格

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条款公平合理，按照一般

商业条款进行，且符合本公司及股东整体利益，没有发现有损害本公司

和非关联股东的行为和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按法律程序进行审议，涉及须由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事项时关联董事均予以回避表决，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且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4. 2018 年，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与福田汽车、山推股份的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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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发生额与预计上限金额存在差异，主要是受市场环境影响，符合公

司实际经营情况，且符合本公司及股东整体利益，没有发现有损害本公

司和非关联股东的行为和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七、备查文件 

(一) 公司五届三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二)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All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6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sRGB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CFangSong-Light
    /CGuLi-Bold
    /CGuYin-Bold
    /CHei2-Bold
    /CHei2-Xbold
    /CHei3-Bold
    /CHei-UltraBold
    /CJNgai-Bold
    /CKan-Xbold
    /CNganKai-Bold
    /CO2Yuen-XboldOutline
    /COYuen-Xbold
    /COYuen-XboldOutline
    /CPo3-Bold
    /CPo-Bold
    /CSong3-Medium
    /CSu-Medium
    /CXingKai-Bold
    /CXing-Medium
    /CXLi-Medium
    /CYuen-SemiMedium
    /MBei-Bold
    /MHei-Bold
    /MHei-Light
    /MHei-Medium
    /MHei-Xbold
    /MKai-Medium
    /MKai-SemiBold
    /MLi-Bold
    /MNgai-Bold
    /MSung-Light
    /MSung-Medium
    /MSung-Xbold
    /MYuen-Light
    /MYuen-Medium
    /MYuen-Xbold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2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40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2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40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None)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683964da300c00480069006700680020007200650073002000730063007200650065006e00284e0d53ef537052370029300d005d0020005b683964da300c00480069006700680020007200650073002000730063007200650065006e00284e0d53ef537052370029300d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ef5728684c9762537088686a5f548c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04e0a73725f979ad854c18cea7684521753706548679c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ConvertToRGB
      /DestinationProfileName (sRGB IEC61966-2.1)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UseName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true
      /MarksOffset 0
      /MarksWeight 0.28346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ageMarksFile /JapaneseWithCircle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600 6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