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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66     证券简称：宇通客车     编号：临 2021-026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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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事项需提交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生产经营往来，不影响本公司独立

性，亦不会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性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可充分利用关联方资源

和专业优势，发挥协同效应，提高公司整体竞争力，实现公司股

东权益最大化。例如关联方提供的对购车客户的按揭担保服务，

可有效支持客户融资购车，转移公司应收账款的回款风险；融资

租赁服务可使国内外客户获得低成本且还款方式灵活的融资渠

道；相互提供部分商品、产品、服务和劳务，一方面可使公司更

专注于主业，减少非直接相关的业务，另一方面可与第三方供应

商产品和服务直接竞争，增强对外谈判议价能力。2021年公司拟

继续与关联方开展日常关联交易。 

一、日常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本次

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汤玉祥先生、曹建伟先生、于莉女士、杨波

先生、卢新磊先生和奉定勇先生回避表决，由独立董事单独表决

通过。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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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议批准前已取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

认可。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次交易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在2020年初预计的额度内，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合理。在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事

项时，关联董事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以上关联交易。 

3、股东大会审议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郑州宇通

集团有限公司等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审议本事项时回避表决。 

二、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1、关联采购，2020年实际交易额138,213万元，比预计少

38,718万元，主要因新冠疫情等影响，行业需求下滑，公司销量

不及预期，相关采购需求减少。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定价方法 
2020年实

际交易额 

2020年预

计交易额 

节\超预

算金额 

郑州深澜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和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102,234 130,940 -28,706 

郑州智驱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和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7,357 15,400 -8,043 

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采购商品

和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9,267 7,830 1,437 

郑州贝欧科安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采购商品

和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10,466 6,499 3,967 

郑州一品聚实业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和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4,195 4,970 -775 

郑州宇通模具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和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3,200 -3,200 

河南利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和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1,316 2,760 -1,444 

郑州之铂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采购商品

和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2,930 2,490 440 

郑州赛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和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2,312 -2,312 

郑州宇佳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和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4 480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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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定价方法 
2020年实

际交易额 

2020年预

计交易额 

节\超预

算金额 

河南安新网络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 

采购商品

和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22 50 -28 

郑州众城润滑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和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421   421 

郑州绿都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采购商品

和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1   1 

合   计       138,213 176,931 -38,718 

2、接受服务或劳务，2020年实际交易额63,331万元，比预计

少25,234万元，主要因新冠疫情等影响，行业需求下滑，公司销

量不及预期，相关需求减少。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定价方法 
2020年实

际交易额 

2020年预

计交易额 

节\超预

算金额 

河南安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郑州宇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融资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21,215 38,000 -16,785 

郑州安驰担保有限公司 融资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18,647 20,000 -1,353 

河南安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郑州宇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按揭贴息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14,139 18,000 -3,861 

盛德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融资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835 4,000 -3,165 

河南快鹿出行服务有限公司 接受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4,820 3,900 920 

郑州绿都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 
接受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2,668 3,280 -612 

河南星宇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接受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367 700 -333 

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接受劳务、

租赁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601 680 -79 

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 
接受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39 5 34 

合   计   
 

63,331 88,565 -25,234 

3、整车销售，2020年实际交易额1,558万元，比预计少4,442

万元。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定价方法 
2020年实

际交易额 

2020年预

计交易额 

节\超预

算金额 

河南快鹿出行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472 4,000 -3,528 

河南安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1,057 2,000 -943 

河南星宇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29  29 

合   计 
   

1,558 6,000 -4,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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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材料销售，2020年实际交易额8,029万元，比预计少2,011

万元。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定价方法 
2020年实

际交易额 

2020年预

计交易额 

节\超预

算金额 

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其控股子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6,506 5,710 796 

郑州深澜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257 1,500 -1,243 

郑州之铂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355 1,000 -645 

郑州宇通模具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500 -500 

郑州智驱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177 400 -223 

河南快鹿出行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59 300 -241 

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他

子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208 230 -22 

河南利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368 100 268 

郑州贝欧科安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93 100 -7 

郑州赛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100 -100 

郑州宇佳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2 80 -78 

郑州市护车邦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4 20 -16 

合   计       8,029 10,040 -2,011 

5、提供服务或劳务，2020年实际交易额3,815万元，比预计

少265万元。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定价方法 
2020年实

际交易额 

2020年预

计交易额 

节\超预

算金额 

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加工劳务、

试验信息等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2,377 1,430 947 

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 

检测、绿化、

租赁、餐饮

等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1,151 1,200 -49 

郑州宇通模具有限公司 租赁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900 -900 

郑州智驱科技有限公司 
试验、运输

等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74 320 -246 

郑州绿都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绿化、餐饮

等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122 100 22 

郑州深澜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试验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50 -50 

郑州赛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劳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50 -50 

河南安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绿化、餐饮

等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30 3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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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定价方法 
2020年实

际交易额 

2020年预

计交易额 

节\超预

算金额 

郑州贝欧科安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餐饮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61   61 

合   计       3,815 4,080 -265 

6、金融服务 

（1）存款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期末余额 2020年日余额上限 2020年日最大余额 

郑州宇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82,595 300,000 299,033 

合   计 182,595 300,000 299,033 

（2）授信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2020年日

余额上限 

2020年末 

使用金额 

郑州宇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综合授信 
不高于中国人民

银行规定利率 
400,000 160,989 

合   计   400,000 160,989 

（3）利息收入及手续费管理费支出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0年预计金额 2020年实际金额 

郑州宇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6,220 4,515 

合   计 6,220 4,515 

二、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根据2020年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结合公司2021年经营

预测和行业发展展望，2021年公司拟继续与关联方开展日常关联

交易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1、关联采购，2021年预计发生224,791万元。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定价方法 
2021年预

计交易额 

2020年实

际交易额 

郑州深澜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和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165,400 102,234 

郑州智驱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和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17,400 7,357 

郑州贝欧科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和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7,000 10,466 

郑州之铂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 
采购商品和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5,900 2,930 

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采购商品和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5,741 9,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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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定价方法 
2021年预

计交易额 

2020年实

际交易额 

郑州一品聚实业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和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4,650 4,195 

郑州宇佳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和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4,400 4 

河南海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和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4,200   

郑州众城润滑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和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2,400 421 

河南利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和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2,100 1,316 

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 

采购商品和材料

采购固定资产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2,010   

郑州鼎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和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1,720   

河南安新网络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和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1,200 22 

郑州市护车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和材料、

采购固定资产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660   

上海颢昂贸易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和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10 1 

合   计 
 

  224,791 138,213 

2、接受服务或劳务，2021年预计发生70,797万元。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定价方法 
2021年预

计交易额 

2020年实

际交易额 

河南安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融资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22,000 21,215 

河南安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郑州

宇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按揭贴息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20,250 14,139 

郑州安驰担保有限公司 融资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13,500 18,647 

郑州绿都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 

接受劳务、管理

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5,080 2,668 

河南快鹿出行服务有限公司 接受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4,000 4,820 

盛德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融资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3,000 835 

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接受劳务、租赁

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1,717 601 

河南星宇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接受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1,200 367 

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 
修理、检测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50 39 

合   计       70,797 63,331 

3、整车销售，2021年预计发生4,850万元。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定价方法 
2021年预

计交易额 

2020年实

际交易额 

河南快鹿出行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2,700 472 

河南安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2,100 1,057 

河南星宇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50 29 

合   计 
   

4,850 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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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材料销售，2021年预计发生24,642万元。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定价 

原则 
定价方法 

2021年预

计交易额 

2020年实

际交易额 

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11,862 6,506 

宇通商用车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3,100 121 

郑州绿都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2,800   

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他子公

司 

销售材料固定

资产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1,900 91 

郑州之铂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固定

资产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1,650 355 

河南利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1,400 368 

郑州智驱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550 177 

河南快鹿出行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510 59 

郑州宇佳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450 2 

河南海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300   

郑州贝欧科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120 93 

合   计       24,642 7,772 

5、提供劳务或服务，2021年预计发生11,728万元。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定价方法 
2021年预

计交易额 

2020年实

际交易额 

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加工、检测等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4,708 2,377 

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 

检测、绿化、租赁、

餐饮等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4,900 1,225 

郑州绿都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 
绿化、餐饮等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1,700 121 

河南安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维修加工、绿化、

餐饮等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360 30 

郑州贝欧科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劳务、检测餐饮等

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60 61 

合   计       11,728 3,814 

6、金融服务 

(1)存款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2021年日

余额上限 

2020年日

最大余额 

郑州宇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存款 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利率 300,000 299,033 

合   计   300,000 299,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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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授信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2021年日

余额上限 

2020年末

使用余额 

郑州宇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综合授信 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利率 400,000 160,989 

合   计   400,000 160,989 

(3)利息收入及手续费管理费支出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1年预计金额 2020年实际金额 

郑州宇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6,340 4,515 

合   计 6,340 4,515 

上述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在各类别预计金额范围内，

可能会根据实际需要调整关联交易主体。 

四、关联方信息 

1、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郑州高新开发区长椿路 8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汤玉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749214393L 

经济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工程机械、混凝土机械、专用汽车的生产、销售

和租赁，新能源汽车及其电池、电机、整车控制技术的开发、设

计、制造与销售、技术服务。 

股东情况：郑州通泰志合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

85％股权，郑州亿仁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15%股权。 

关联关系：控股股东 

2、郑州宇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商务外环路 8 号世

博大厦十一楼 04、05、06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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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曹建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590815989T 

经济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

资租赁;成员单位产品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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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85％股权，郑州宇

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5%股权。 

关联关系：同一实际控制人 

3、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郑州市航空港鄱阳湖路 86号蓝山公馆一楼 106 

注册资本：人民币 52,228.3371万元 

法定代表人：戴领梅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33132207011Q 

主营业务：环卫及工程机械业务。 

股东情况：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直接及间接合计持股

71.70%，其他公众股东持股 28.30%。 

关联关系：同一实际控制人 

4、郑州安驰担保有限公司 

注册地：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椿路 8 号 1 号车间

204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韩学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769483187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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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

资担保,信用证担保。 

股东情况：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96.67％股权，郑州

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3.33％股权。 

关联关系：同一实际控制人 

5、河南安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注册地：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8 号世博大厦 11 层 6

号 

法定代表人：张楠 

注册资本：15,927 万美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5624742401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主营业务：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 

股东情况：拉萨德宇新融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51.28%股权，

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39.67%股权，香港盛博国际有限公

司持有 9.05%股权。 

关联关系：同一实际控制人 

6、郑州深澜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浔江东路 266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汤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4454X73N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主营业务：锂离子电池与应急电源及其材料、储能电池、电

动工具电池、电机及整车控制系统的研发、制造与销售;汽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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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系统、动力电池系统和电池管理系统的研发、生产、制造、销

售。 

股东情况：郑州宇通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持

有 70%股权，香港盛博国际有限公司持有 30%股权。 

关联关系：同一实际控制人 

7、郑州智驱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南五路 366号办公楼六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雷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44J2FA4K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汽车零部件、机电产品(不含发动机)的开发、生

产、销售及技术服务。 

股东情况：郑州宇通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持

有 100%股权。 

关联关系：同一实际控制人 

8、郑州宇佳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注册地：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宇工路 88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7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巫青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3XF1J323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营业务：汽车新材料、皮革制品的制造与加工；批发兼零

售：五金交电；电子商务。 

股东情况：拉萨德宇新创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70%股权，巫青

峰持有 3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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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同一实际控制人 

9、郑州一品聚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郑州市管城区十八里河镇宇通工业园 F04-006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周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4MA4107G73X 

经济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针纺织品、日用品、工

艺美术品、洗涤用品、化妆品、保健食品等的销售。 

股东情况：拉萨德宇新创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70%股权，周静

持有 30%股权。 

关联关系：同一实际控制人 

10、郑州绿都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经开)经开第八大街 69

号行政楼 303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14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杨张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74251254X9 

经济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屋租赁，房地产中介服务，

物业服务。 

股东情况：郑州亿仁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15.00%股权，其他

自然人股东持有 85.00%股权。 

关联关系：本公司董事长控制的企业 

11、郑州众城润滑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河南省郑州市航空港区鄱阳湖路 86 号蓝山公馆一

http://www.qichacha.com/firm_119904c9a46dd774a152e77f646342b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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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 107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亚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486BDFX9 

经济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电子、机械、五金、液压、润滑设备、车辆部件

的开发、生产、销售、安装及技术服务。 

股东情况：拉萨德宇新创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80%股权，李根

持有 10%股权，刘亚锋持有 10%股权。 

关联关系：同一实际控制人 

12、河南星宇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注册地：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宇通路宇通工业园宇通大厦 12

层 1202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东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4MA45JYDB8C 

经济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务。 

股东情况：拉萨德宇新创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90%股权，张东

方持有 10%股权。 

关联关系：同一实际控制人 

13、河南海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河南省郑州市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长椿路 8号 3

号车间 209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朱平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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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9GBKB37H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新

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股东情况：拉萨德宇新创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关联关系：同一实际控制人 

14、郑州鼎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长椿路 11号 13幢二单元 3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长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9FPD594B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主营业务：复合材料及其制品研发、生产、销售；复合材料

原材料的销售；复合材料研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及技术服务。 

股东情况：拉萨德宇新创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80%股权，侯金

平持有 10%股权，陈长见持有 10%股权。 

关联关系：同一实际控制人 

15、河南利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宇工路 88号办公楼 1203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梁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45M1PX0T 

经济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新能源产品、电池及零配件的技术研发、加工、

销售、租赁及技术服务；废旧电池、再生资源回收、加工及销售。 

股东情况：拉萨德宇新创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85%股权，梁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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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 15%股权。 

关联关系：同一实际控制人 

19、郑州之铂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椿路 8号 1号车间 202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朱平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46945795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空调及配件的技术研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

及安装。 

股东情况：拉萨德宇新创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关联关系：同一实际控制人 

20、河南安新网络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CBD商务外环路

西九如路南中科大厦 6层 06-2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常鹏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337266605U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数据处理

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第二类

增值电信业务。 

股东情况：拉萨百年德化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关联关系：同一实际控制人 

21、河南快鹿出行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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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新港大道与遵大路交叉

口文苑小区 14号楼 2单元 804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方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46CWTP1Q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营业务：自有汽车租赁服务；客运服务；汽车维修；普通

道路货物运输服务；会议会展服务。 

股东情况：拉萨德宇新创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90%股权，李方

勇持有 10%股权。 

关联关系：同一实际控制人 

22、上海颢昂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上海市青浦区外青松公路 7548 弄 588 号 3 幢 1 层

Z 区 127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延超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230MA1JY0TY4K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销售金属材料、门窗、机械设备、电线电缆、建

筑材料、装饰材料。 

股东情况：江苏颢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关联关系：同一实际控制人 

23、郑州贝欧科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宇工路 88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4,5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奉定勇 



17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3X4F9A4D 

经济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营业务：安全控制系统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汽车零部件、机电产品、塑料制品、儿童汽车安全座

椅、餐椅、玩具、童车、童椅、童床、针纺织品、玻璃制品、箱

包、电子产品、母婴用品、服装、鞋帽、家居用品、床上用品、

洗护用品、日用百货、家具、卫生用品的设计、制造、加工及批

发零售；安防设备、建材、金属材料、五金交电、化工产品（易

燃易爆危险化学品除外）的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运站经

营；货物或技术进出口；电子商务。 

股东情况：拉萨德宇新创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35.56%股权，

奉定勇持有 33.33%股权,其他 27名自然人 31.11%股权。 

关联关系：本公司董事担任该公司董事 

24、郑州市护车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前程大道与四海路交叉口东北

角宇通技改办南侧 101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岳省帅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45RUX323 

经济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汽车美容、维修及租赁服务；汽车配件及饰品、

润滑油的销售。 

股东情况：拉萨德宇新创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70%股权，岳省

帅持有 30%股权。 

关联关系：同一实际控制人 

25、盛德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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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香港九龙九龙湾宏光道 1 号亿京中心 A 座 10 楼 D

室 

注册资本：5,000万港币 

执行董事：杨祥盈 

注册号码：2672814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融资租赁 

股东情况：香港盛博国际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关联关系：同一实际控制人 

26、宇通商用车有限公司 

注册地：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宇工路 88 号综合办公楼三层

320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义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MA9G6JXW45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特种设备制造；道路机动车辆生产；各类工程建

设活动。 

股东情况：拉萨德宇新创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70%股权，岳省

帅持有 30%股权。 

关联关系：同一实际控制人 

五、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为采购与销售、接受与提供劳务、金

融服务等，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按照市场价或参考市场价

的协议价进行交易。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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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充

分利用关联方资源和专业优势，发挥协同效应，对公司业务的增

长和市场领域的开拓有着积极的影响。该等关联交易事项在公平、

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对公司生产经营不构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

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特此公告。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