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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63        证券简称： 三角轮胎        公告编号：2018-013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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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公告涉及的日常

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与控股股东三角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三角集团”）

及其控股子公司（公司及子公司除外,以下简称“其他控股子公司”）、与中国重型

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子分公司（简称“中国重汽”）之间发生的销售商

品、提供劳务、购买商品、接受劳务及租赁资产等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5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与控股股东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关联董事丁玉华、单国玲、林小彬、丁木回避表决）《关于公司与中国

重汽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

董事迟雷回避表决）两项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阅认

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上述关联

交易事项。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三角集团有限公司、丁玉

华、单国玲、林小彬、丁木需在股东大会上对《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 2017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回避表决，中国重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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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济南投资有限公司需在股东大会上对《关于公司与中国重汽 2017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确认及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回避表决。 

（二）2017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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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预计金额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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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关联人购买材

料、商品 

华通 60.00      35.19   

华进 735.00     350.61   

华平 71.00      16.01   

小计 866.00     401.81   

向关联人购买燃料

和动力 

三角集团 450.00     364.51   

小计 450.00     364.51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华进 1.00       0.03   

华通 180.00     237.49   

中国重汽 66,000.00  64,752.69    

小计 66,181.00  64,990.21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三角集团 0.30       0.35    

华通 8.00       1.62    

华进 10.00       7.84    

小计 18.30       9.81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劳务 

华平 700.00     626.81    

华通 1,150.00    1,002.46    

小计 1,850.00    1,629.27    

出租资产 
金桥华太 4.20       4.00    

小计 4.20       4.00    

租入资产 

三角集团 2,278.50    2,059.64    

华博 145.00     138.72    

小计 2,423.50    2,198.36    

合计   71,793.00  69,597.97    

注：三角（威海）华通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通”、三角(威海)华进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简称“华进”、三角（威海）华平综合服务有限公司简称“华平”、北京金桥华太信息咨

询有限公司简称“金桥华太”、三角（威海）华博置业有限公司简称“华博”，下同。 

（三）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18 年预

计金额 

2018年第一

季度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

金额 

2017 年实

际发生金

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2018 年预计金

额与 2017 年实

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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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材

料、商品 

华通 5 1.46  35.19  100.00  

华进 700 92.37     350.61  53.94  

华平 45 -    16.01 0.88  

小计 750 93.83     401.81  16.09  

购买燃

料、动力 

三角集团 400 76.57     364.51  0.88  

小计 400 76.57     364.51  0.88  

销售产

品、商品 

华进 0.1 -    0.03  0.01  

华通 30 16.91  237.49  99.99  

中国重汽 65,000 19,623.06  64,752.69  8.21  

小计 65,030.1 19,639.97  64,990.21  8.23  

提供 

劳务 

三角集团 0.5 -    0.35  0.05  

华通 3 -    1.62  0.22  

华进 10 0.68  7.84  1.05  

小计 13.5 0.68  9.81  1.32  

接受 

劳务 

华平 600 97.40     626.81  28.62  

华通 1,300 218.98   1,002.46  59.48  

小计 1,900 316.38   1,629.27  42.04  

出租 

资产 

金桥华太 4.2 1.00  4.00  3.59  

三角集团 21.17 4.77 /  /  

小计 25.37 5.77   4.00  3.59  

租入 

资产 

三角集团 2,200 502.30   2,059.64  43.59  

华博 145 34.52    138.72  2.94  

小计 2,345 536.83   2,198.36  46.53  

合计 70,463.97 20,670.02  69,597.97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三角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 

三角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 年 9 月 26 日，注册资本 46,880 万元，住所

威海市青岛中路 56 号，法定代表人丁玉华，威海新太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55%、

威海新阳投资有限公司持股23.81%、威海金石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5.70%、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5.49%。经营范围为汽油、柴油零售（仅限

分支机构经营）。经营国家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批准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机械

设备的加工、维修；土地使用权、房屋的租赁。三角集团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239,400.93 万元、净资产为 175,872.47 万元，2017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764.32 万元、净利润 19,046.7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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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华平、华通、华进、华博及金桥华太为三角集团的控

股子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项规定

的情形。三角集团及其他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与公司存在采购或销售商品、

提供或接受劳务及资产租赁业务。 

（二）中国重汽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 年 5 月 20 日，企业类型有限责任

公司，注册资本 102,628 万元，住所为：山东省济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

奥路 777 号中国重汽科技大厦，法定代表人王伯芝。经营范围为：公路运输。(有

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组织本集团成员开发研制、生产销售各种载重汽车、特

种汽车、军用汽车、客车、专用车、改装车、发动机及机组、汽车零配件、专用

底盘；集团成员生产所需的物资供应及销售。机械加工；科技开发、咨询及售后

服务；润滑油销售；许可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限本集团的进出口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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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

限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合并报表（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9,351,258.96

万元、净资产为 2,662,634.67 万元，2017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167,504.25 万

元、净利润 323,097.47 万元。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5.22%的股权。中国重型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持有中国重汽集团济南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份，该公司及其子公司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五）项规定的情形。根

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将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子公司包括中国重汽

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商用车有限公司、中国重汽集团

济南特种车有限公司、中国重汽集团柳州运力专用汽车有限公司、中国重汽集团

成都王牌商用车有限公司、中国重汽集团济宁商用车有限公司、中国重汽集团济

南豪沃客车有限公司、中国重汽集团湖北华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中国重汽集团

泰安五岳专用汽车有限公司、中国重汽集团济南港豪保税物流有限公司、中国重

汽集团福建海西汽车有限公司、中国重汽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等认定为公司的关

联方，与公司存在轮胎销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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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出售/提供

方名称 

采购/接

收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和

依据 
交易价格 

付款安排和

结算方式 

三角集团

及其他控

股子公司 

公司及子

公司 

电费、汽油、柴油、

印刷、餐饮、后勤服

务费、模具清洗、疏

通、维修、材料、机

加工件、工装器具等 

市场价格 市场价格 
每年 12月 31

日之前结清 

房屋、机器设备租赁 
成本加成 

或市场价格 

协议价格 

或市场价格 

每年 12月 31

日之前结清 

公司及子

公司 

三角集团

及其他控

股子公司 

运输 市场价格 市场价格 
每年 12月 31

日之前结清 

物耗劳保 成本加成 协议价格 
每年 12月 31

日之前结清 

房屋租赁 市场价格 市场价格 季度结清 

      

公司 中国重汽 轮胎 市场价格 市场价格 
发票挂账 90

天以内结清 

注：1.公司及子公司包括三角轮胎、三角（威海）华达轮胎复新有限公司、三角（威海）华

安物流有限公司、三角（威海）华盛轮胎有限公司。 

2.三角集团及其他控股子公司不包括公司及子公司。 

 

关联交易价格均采用市场价格或成本加成的定价方式，市场价格完全参照市

场同类产品或招标比价方式确定交易价格；仅对部分无可比市场价格的厂房、设

备租赁等，经双方协商采取成本加成的方式，即在折旧摊销基础加上税费及一定

的利润。 

公司与中国重汽之间的轮胎交易均为市场行为，公司每年通过参与中国重汽

面向全体供应商的年度采购招标，竞标成功后签署中国重汽面向所有供应商的年

度采购协议和采购合同，公司全年轮胎供应按照中国重汽的实际订单执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独立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具备完整的业务系统及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控股子

公司的关联交易属于日常生产经营相关的辅助性业务、与中国重汽的关联交易属

于常规的轮胎销售业务，上述关联交易是正常、必要和合理的交易行为，交易依

据公平、公正、公开、诚实自愿的原则进行的，采用市场价格或成本加成的定价



6 

方式确定交易价格，不存在关联方通过操纵关联交易价格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

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通过关联交易操纵利润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

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及独立意见  

（三）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四）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之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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