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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5年度第三次臨時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
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2015年度第三次臨時會議於2015年6月19日以通訊表決方式召開，全體董事參加會
議，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經審議，通過如下議案： 

一、關於公司部分固定資產處置的議案
董事會同意公司將部分固定資產轉讓給柳州上汽汽車變速器有限公司, 轉讓價格為16,900.00萬元（含稅）,並授權公

司管理層辦理後續相關事項。
本議案構成關聯交易，關聯董事藍青松、甘平、顧曉瓊、曹心平迴避表決，由其他無關聯關係的五名董事進行表

決。
同意5票，棄權0票，反對0票
本次關聯交易的具體內容詳見公司在《上海證券報》、香港《文匯報》和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http://www.sse.

com.cn）上刊登的《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關聯交易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5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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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關聯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
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重要內容提示：
● 公司擬將部分固定資產轉讓給關聯方柳州上汽汽車變速器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柳州上汽變速器」）。本次關聯

交易對公司發展具有積極作用，符合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同時對公司目前生產經營活動沒有影響，對公司財務報表
的影響很小。本次關聯交易無重大風險。

● 至本次關聯交易為止，過去12個月內公司與柳州上汽變速器之間的關聯交易未達到3,000萬元且佔公司最近一期
經審計淨資產的5%以上，本次關聯交易無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一、關聯交易概述
上柴股份董事會2015年度第三次臨時會議於2015年6月19日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公司部分固定資產處置的

議案》，同意公司對小型柴油機項目部分固定資產（以下簡稱「相關固定資產」）實施轉讓，資產受讓方為柳州上汽變
速器，本次資產轉讓構成關聯交易。

根據本公司與柳州上汽變速器於2015年6月19日簽署的《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與柳州上汽汽車變速器有限公司
關於部分固定資產轉讓協議》，柳州上汽變速器以16,900.00萬元（含稅）的現金受讓相關固定資產。

至本次關聯交易為止，過去12個月內本公司與柳州上汽變速器的關聯交易未達到3,000萬元且佔公司最近一期經審
計淨資產的5%以上，且不構成《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規定的重大資產重組。

二、關聯方介紹
（一）關聯方關係介紹
上汽集團持有本公司416,452,530股股份，佔本公司總股本的48.05%，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受讓方柳州上汽變速

器為上海汽車變速器有限公司的全資子公司，而上海汽車變速器有限公司是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
汽集團」）的全資子公司。因此，柳州上汽變速器為本公司關聯法人，符合《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第10.1.3
條第（二）項規定的關聯關係情形。

（二）關聯人基本情況
企業名稱：柳州上汽汽車變速器有限公司
企業性質：有限責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資或控股的法人獨資）
註冊地址：柳州市陽和工業新區工業園B-20-2、B-21-2號
法定代表人：錢向陽
註冊資本：人民幣4,970萬元
經營範圍：汽車變速器及其零部件的生產、銷售及服務
柳州上汽變速器成立於2005年，是上汽集團在西南地區設立的唯一變速箱生產基地。柳州上汽變速器的主營業務

為汽車變速器及其零部件的生產、銷售及服務。依托上汽變速器的管理和技術優勢，柳州上汽變速器目前已形成五大系
列20個品種的多元化產品格局，擁有七條變速器裝配線，具備年產汽車變速器200萬台規模、產值超過21億元的生產能
力，已成為國內著名的變速器OEM供應廠。

柳州上汽變速器現有總資產14.6億元、淨資產3.3億元，2014年公司銷售變速器166萬台、實現銷售收入21.6億元。
三、關聯交易標的基本情況
（一）關聯交易標的
本次關聯交易標的是本公司依法擁有的、位於廠區內的共計12項28台套機器設備，主要包括進口鏜銑加工中心、測

量儀、珩磨機以及國產的輔機線、清洗機等設備。
上述資產不存在抵押，也不存在被查封、凍結等權利限制情況。
（二）關聯交易定價
根據具有從事證券、期貨業務資格的銀信資產評估有限公司於2015年4月26日出具的《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擬

轉讓部分固定資產價值評估報告》（銀信評報字[2015]滬第0318號），本次評估採用重置成本法，截至評估基準日2015
年2月28日，擬轉讓相關固定資產的賬面價值為13,995.24萬元，評估值為14,475.78萬元，評估增值的主要原因為進口設
備報價略有提升，同時國內設備考慮了適當的安裝調試等費用。

根據上海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關於同意上海汽車工業（集團）總公司開展國有資產評估管理辦法調整試點
工作的批覆》（滬國資委評估（2010）376號）及《關於變更出資監管企業名稱的函》（滬國資委辦（2012）6號），
由上汽集團對其下屬公司的轉讓評估價格進行審核並辦理評估備案。本公司已就上述資產評估結果取得上汽集團的評估
備案表。

本次擬轉讓固定資產價格以上述銀信評報字[2015]滬第0318號評估報告所載明的評估值14,475.78萬元（不含稅）為
計價基礎，考慮相關稅費後確定出售價格為16,900.00萬元（含稅）。該資產轉讓價格具有公平合理性。

四、關聯交易的主要內容和履約安排
2015年6月19日，本公司與柳州上汽變速器簽署了《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與柳州上汽汽車變速器有限公司關於

部分固定資產轉讓協議》，主要條款如下：
1、協議雙方：上柴股份、柳州上汽變速器。
2、交易性質：固定資產轉讓
3、交易標的：共計12項28台套機器設備。
4、交易價格：人民幣16,900.00萬元（含稅）。
5、作價依據：獨立評估師就上述資產的評估值
6、交易程序安排：
（1）簽署協議；
（2）辦理協議的審批、報備事宜、茲後協議生效；
（3）協議生效後10個工作日內，柳州上汽變速器向上柴股份支付資產轉讓價款的70%，即人民幣11,830.00萬元；
（4）協議生效後30日內，辦理完成驗收交付手續；
（5）完成驗收交付手續之日起5個工作日內，柳州上汽變速器向上柴股份支付資產轉讓價款的25%，即人民幣

4,225.00萬元；
（6）協議簽署滿1年之日起5個工作日內，柳州上汽變速器向上柴股份支付資產轉讓價款的5%，即人民幣845.00萬

元。
7、爭議解決方式：提交上海仲裁委員會仲裁。
8、生效條件：
（1）協議簽署；
（2）辦理完畢協議的全部審批、報備事宜。
柳州上汽變速器2014年實現銷售收入21.6億元，相對本次轉讓擬支付款項16,900萬元，具有履約能力。
五、該關聯交易的目的以及對上市公司的影響
（一）該關聯交易的目的
經2012年3月26日上柴股份董事會六屆七次會議審議批准，本公司啟動小型柴油機項目投資生產，利用現有廠房分

兩期形成8萬台生產能力，投資金額為30,966萬元，其中一期為23,322.90萬元。項目一期自啟動建設至今，項目市場需
求和公司產能規劃均發生變化，主要情況如下：

1、項目市場前景存在較大不確定性且預計未來幾年內無法盈利：（1）國內微型車用柴油機市場尚需培育，且相關
行業政策暫不明朗，預計中短期內難以實現客戶大批量配套；（2）海外客戶市場產生不利變化，原印度通用項目訂單需
求取消；（3）由於預期銷量大幅下降等因素，現有產能在較長時期內將存在嚴重放空，產品物料成本未達原定目標；
（4）國內污染排放標準加速提升，項目後續還需持續投入較多資源用於產品開發升級。以上情況導致項目新增固定資產
投入無法實現預期經濟效益。

2、公司擬集中資源重點推進輕型商用車柴油機產品項目：目前輕型商用車市場是公司保持快速增長的重點市場，
相關輕型柴油機產品項目已成為公司的業務發展重心。依托上汽集團整體戰略協同，公司正在與上海汽車商用車有限公
司開展密切的長期經營合作，雙方將結合整車平台適用性共同規劃開發一款高功率、高扭矩、具有國際同行新一代產品

性能、滿足國六/歐六高標準排放要求的輕型柴油機產品，因此需要保證更多優質經營資源的戰略聚焦。
基於上述情況，公司決定對相關固定資產實施轉讓處置，符合公司保證持續穩健盈利和可持續發展以及優先推進重

點核心業務的戰略考慮。
（二）該關聯交易對上市公司的影響
1、對本公司發展具有積極作用：通過對市場前景和盈利預期存在較大不確定性的相關固定資產進行出售，本公司

將集中重點資源發展戰略核心業務，有利於優化業務佈局及產品結構，提升長期盈利能力及產業鏈競爭力，符合本公司
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2、對本公司目前生產經營活動沒有影響。
3、對本公司財務報表的影響：以評估截止日2015年2月28日測算，本公司擬轉讓的相關固定資產的賬面淨值為

13,995.24萬元，本次交易的資產轉讓價格為16,900.00萬元（含稅），相關資產處置損益為449.20萬元，佔本公司2014
年度利潤總額的比例為2.89%，影響很小。

六、該關聯交易應當履行的審議程序
本次關聯交易事項已經本公司董事會2015年度第三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為保證董事會所形成相關議案決議的合規

性，按照有關規定，本公司關聯董事迴避了對本次關聯交易事項的表決，由其他無關聯關係董事予以表決。
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中對關聯交易表決程序的規定，至本次關聯交易為止，過去12個月內本公司

與柳州上汽變速器的關聯交易未達到3,000萬元且佔本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的5%以上，本次關聯交易無需提交本
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本公司獨立董事孫勇、羅建榮、樓狄明，根據《公司法》、《證券法》、《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法律
法規以及《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同意將該關聯交易事項提交董事會審議，並發表如下獨立意見：

1、本次關聯交易符合《公司法》、《證券法》、《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
的規定。

2、本次關聯交易的定價合理，遵循商業原則，同時充分考慮了本公司發展戰略和整體利益。本次轉讓的部分固定
資產價值經過專業評估機構評估，交易對價公允合理；公司與柳州上汽變速器簽訂的協議中所約定的交易事項合理，遵
循了公平、公開、公正的原則，沒有損害中小股東及非關聯股東的利益。

3、董事會表決本次關聯交易議案時，關聯董事進行了迴避，表決程序符合法律和公司章程規定。
七、律師事務所對本次部分固定資產轉讓事宜出具的法律意見
針對本次交易，上海市金茂律師事務所出具了《關於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固定資產轉讓事宜的法律意見

書》，認為：本次關聯交易的交易各方具備進行交易的主體資格；本次關聯交易中擬由上柴股份轉讓予柳州上汽變速器
的資產不存在權利限制；本次關聯交易的相關協議書文本內容不違反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的規定；本次關聯交易的
審批程序符合法律規定；本次關聯交易尚須按照上海證券交易所的規則履行信息披露義務。

八、備查文件
1、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2015年度第三次臨時會議決議
2、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意見
3、上海市金茂律師事務所《關於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固定資產轉讓事宜的法律意見書》
4、銀信資產評估有限公司《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擬轉讓部分固定資產價值評估報告》（銀信評報字[2015]滬第

0318號）
5、《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與柳州上汽汽車變速器有限公司關於部分固定資產轉讓協議》
特此公告。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5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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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
2015年度第二次臨時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監事會及全體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
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於2015 年6月19日以通訊表決方式召開2015年度第二次臨時會議，全體監事出席會
議，會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

經與會監事審議，一致通過了《關於公司部分固定資產處置的議案》
（同意3票，棄權0票，反對0票）。
特此公告。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
2015年6月19日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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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企參展加博會實現轉型 永泰集團購本田旗下汽配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永傑 通訊員 梅華 山東報

道）日前山東永泰集團在英國簽署協議，斥資2,800萬
英鎊併購了日本本田旗下的「UYT」汽配工廠。永泰
集團曾在2013年併購了英國考普萊國際控股有限公
司，併購後的「UYT」工廠將更名為考普萊組裝有限
公司。
據悉，永泰集團是以全鋼載重子午線輪胎、半鋼子

午胎生產為主導產業，目前正擬向汽車配件產業轉
型。「UYT」汽配工廠，是本田、豐田、日產、英菲
尼迪、斯巴魯等世界知名汽車的一級製造商，作為主
要服務於日系車輛的供應商，採用日式管理。此次併
購將進一步拓寬永泰集團考普萊國際在全球汽配行業
的發展渠道。

前海跨境人幣備案金破900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前海管理局
新聞發言人王錦俠日前透露，截至今年3月底，前海
跨境人民幣業務累計備案金突破900億元（人民幣，
下同），實際取款金額228億元。廣東自貿區掛牌
後，入駐前海企業猛增。去年底前海入駐企業20,216
家，今年5月底，入駐企業數增至31,346家，註冊金
額18,376.03億元。
為了更好地吸引外資，前海一口受理平台及外商投

資備案系統最近上線後，外資備案企業呈井噴狀。據
統計，上線1個月，前海共備案企業215家（含新設備
案149家，變更備案66家），佔全國自貿區（除上
海）備案業務的37.8%；備案業務合同外資26.12億美
元，佔全國自貿區（除上海）備案業務合同利用外資
的33.65%。

中英低碳產業園落戶東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何花東莞報道） 記者近日從
東莞清溪鎮了解到，中英合作的低碳產業園項目落戶
清溪鎮，該園區將借鑒廣州中新知識城、深圳國際低
碳城的經驗建設高容積率低密度的住宅，生態廊道、
慢行系統。中英低碳產業園項目是東莞市委書記徐建
華與英國氣候變化部合作共建的項目，將利用英國低
碳技術和產業優勢，打造開放型經濟核心競爭力新平
台。
東莞清溪鎮政府透露，清溪鎮目前正在按照低碳研

發、低碳生產、低碳生活的綱領設計建設「清溪湖低
碳產業創新示範區」。示範區規劃面積4.7平方公里，
目前，示範區規劃區域內已成功引進了黃金谷、硅谷
動力、奮達科技等一批低碳、高新科技企業。將實現
低碳生活、藍綠網絡、產業融合、能源高效4個主題
目標。

加博會自2012年以來已連續舉辦了三屆，累計達
成商貿項目20,000多個，意向成交金額2,340多

億元（人民幣，下同），是內地目前唯一的國家級加
工貿易產品博覽會和全國唯一的加工貿易產品內銷對
接平台。
港企是加博會的常客，也有眾多港企借助加博會的
平台打響了自主品牌，實現了外銷向內銷的轉型。
港企龍昌集團旗下東莞龍昌數碼科技有限公司已經
連續4屆參展加博會，而且已經借助加博會的平台實
現了其外銷轉內銷的轉型。
龍昌數碼負責人告訴記者，此次參展公司新推出了
其自主設計製作的動畫片《高鐵英雄》並發布了相關
衍生品，昨天開幕就吸引了大批粉絲，亦有國內客戶
與其預約採購。近年來，原本以接單代工業務為主的
龍昌數碼已經將其內銷份額提升至50%以上，其旗下
玩具產品品牌在國內市場已經具備相當的知名度。目

前龍昌數碼自主研發設計的智能玩具已在國內同行業
領先，此外公司也打造了一條集產品研發、品牌推
廣、文化創意、智能製造於一體的完整文化創意產業
鏈。

借加博會擴大內銷
香港永成集團旗下東莞光陣顯示器製品有限公司在

加博會展出的產品，已從最初的五金製品升級為自主
研發的高科技光電產品、通訊產品和醫療器械。光陣
負責人稱，公司投入的科研經費年均增長10%，研發
團隊逾百人；自主研發的醫用一次性攝像可視喉鏡等
醫用內視產品在業內技術領先，公司借助加博會的平
台更是將內銷份額佔比從10%擴大到了70%，自主品
牌內銷額每年逾1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東莞報道） 為

期4天的2015中國加工貿易產品博覽會「簡

稱加博會」日前在東莞厚街開幕，記者從加

博會組委會秘書處了解到，今年共有來自全

國22個省市及港澳地區的795家企業參展，

其中港企逾百家，展會吸引了來自海內外的

專業買手超過1.5萬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珍 深圳報道）近日，國家
能源核電站核級設備研發中心學術委員會2015年年會
在上海召開。中國廣核集團（以下簡稱中廣核）旗下
的中科華核電技術研究院有限公司與上海電氣核電設
備有限公司、上海電氣凱士比核電泵閥有限公司、上
海第一機床廠有限公司、上海交通大學等九家單位簽
訂了ACPR系列小型壓水核反應堆（以下簡稱小型
堆）關鍵設備合作協議，標誌着中廣核小型堆關鍵設
備從設計研發階段轉變到設備製造技術落實階段，為
後期相關工程項目的設備供貨打下基礎。國家能源
局、上海市核電辦公室等有關負責人員見證了此次簽
約。
據介紹，小型堆是中廣核科技創新「引領行動」四
大戰略專項之一。

作為中廣核自主開發的多用途小型壓水堆系列堆
型，ACPR系列小型堆設計中採用先進安全設計理
念，可運用於小型電網、熱電水汽綜合能源供給及海
上能源。
其中海上堆採用長周期換料方案，較海上常規能源

具有競爭力，可作為海洋開發綜合能源補給站，滿足
海上電、熱、水、汽等能源需求；陸上堆則可實現功
能定制，用於中小型電網和工業項目的供熱、供電，
以及城市供暖等分布能源利用。

籲政策助核電「走出去」
此次年會期間，與會委員們還專題研討了內地具有

完全自主知識產權核電技術華龍一號在「走出去」階
段所面臨的設備鑒定與標準，以及內地的核電堆型發

展方向及工程應用、核級設備鑒定標準、關鍵設備國
產化、核級設備「走出去」等核電行業特點問題。上
海市核電辦公室有關負責人呼籲從國家層面加大協調
力度，把核電「走出去」相關的鑒定標準及規範工作
作為國家重大專項課題，從體系化角度建設核電標
準，為核電「走出去」掃除障礙。
國家能源核電站核級設備研發中心依托中廣核旗下

的中科華核電技術研究院有限公司組建，於2010年1
月6日授牌成立，是國家能源局首批設立的16個國家
能源研發（實驗）中心之一。該中心始終致力於推動
中國核電裝備自主化和國產化，在試驗設施建設、關
鍵設備研發、標準規範建設、核級設備鑒定等領域都
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已形成了特色鮮明、系統完備的
專業學科體系。

中廣核與九單位簽合作協議

■港企龍昌集團借加博會實現多元轉型。 何花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