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拟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213,939,223股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10元（含税）。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宇通客车

60006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于莉 王东新

办公地址 郑州市管城区宇通路宇通工业园 郑州市管城区宇通路宇通工业园

电话

0371-66718281 0371-66718808

电子信箱

ir@yutong.com ir@yutong.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是一家集客车产品研发、制造与销售为一体的大型制造业企业，主要产品可满足 5 米至 18 米不同长度的需

求，拥有 123 个产品系列的完整产品链，主要用于公路客运、旅游客运、公交客运、团体通勤、校车、景区车、机场摆渡

车、客车专用车等各个细分市场。

公司的业务覆盖国内所有市县市场及全球主要的客车进口国家，以直销为主，经销为辅，以订单模式提供标准化

及定制化的产品。经营业绩主要取决于行业需求增长情况、公司产品竞争力和自身的成本控制能力。

近年来，公司正在从“制造型 +销售产品”企业向“制造服务型 +解决方案” 进行转型。独创中国制造出口的“古

巴模式” ，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由产品输出走向技术输出的典范，批量销售至全球 30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覆盖欧洲、美

洲、亚太、独联体、中东、非洲等六大区域的发展布局，引领中国客车工业昂首走向世界。

客车行业属于弱周期行业，行业总量取决于居民出行总量和出行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国家政策的影响。在报

告期内，受新能源产品提前消费、高铁及私家车等替代品的影响，国内行业大中型客车需求总量同比下降 15.2%。在国

内市场，公交需求已新能源化，受 2015-2017 年新能源公交的提前消费影响，2018-2019 年公交需求出现了连续下滑。

从发展趋势看，新能源化不可逆转，随着动力电池成本下降和续航里程增加，新能源客车逐渐进入公路客车领域，短期

内主要用于短途客运和景区内摆渡等。出口方面，受环境保护政策和要求的驱动，海外新能源客车需求预计将呈现较

快增长态势，凭借领先的产品技术和成熟的市场推广经验，中国新能源客车将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凸显优势。

截至目前，公司大中型客车的产销量稳居行业第一，龙头地位稳固。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

2017

年

总资产

3,661,948.82 3,679,901.83 -0.49 3,616,540.58

营业收入

3,047,943.79 3,174,584.46 -3.99 3,322,194.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4,021.38 230,149.44 -15.70 312,919.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154,525.88 178,286.51 -13.33 280,31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54,032.19 1,664,091.16 5.40 1,549,973.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4,016.96 257,782.60 107.16 -174,896.2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85 1.01 -16.08 1.41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85 1.01 -16.08 1.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1.33 14.30

减少

2.97

个百分

点

22.15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

1-3

月份

）

第二季度

（

4-6

月份

）

第三季度

（

7-9

月份

）

第四季度

（

10-12

月份

）

营业收入

483,863.96 766,677.31 835,704.39 961,698.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062.44 37,235.78 64,189.87 61,533.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24,658.54 27,540.87 59,732.01 42,594.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5,806.19 196,532.79 141,711.01 371,579.3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

户

）

64,08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

（

户

）

55,859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

823,314,023 37.19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7,231,794 229,706,100 10.38

未知 境外法人

猛狮客车有限公司

87,428,292 3.95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6,197,402 2.99

未知 国家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易方达

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4,990,046 65,000,046 2.94

未知 未知

中国公路车辆机械有限公司

40,885,192 1.85

未知 国有法人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社保

基金

1104

组合

28,193,465 29,493,465 1.33

未知 未知

GIC PRIVATE LIMITED 13,671,124 26,776,138 1.21

未知 境外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21,393,700 0.97

未知 国家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6,999,927 15,999,877 0.72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猛狮客车有限公司为控股股东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

，

除此之外

，

本公

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04.79 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40 亿元，产生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53.40亿元。

2、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1)本公司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7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

业会计准则第 23号 -金融资产转移》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 -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 - 金融工具列

报》（以上四项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2) 本公司自 2019年 6月 10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9年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一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自

2019年 6月 17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9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一一债务重组》。

（2）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累积影响金额

2019

年

1

月

1

日

分类和

计量影响

（

注

1

）

小计

交易性金融资产

598,448,017.87 598,448,017.87 598,448,017.87

以公允 价 值 计 量 且

其变动 计 入 当 期 损

益的金融资产

8,023,769.87 -8,023,769.87 -8,023,769.87

其他流动资产

689,000,608.59 -590,424,248.00 -590,424,248.00 98,576,360.59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489,151,842.10 -1,489,151,842.10 -1,489,151,842.1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517,001,465.61 1,517,001,465.61 1,517,001,465.61

其他非 流 动 金 融 资

产

资产合计

2,186,176,220.56 27,849,623.51 27,849,623.51 2,214,025,844.07

递延所得税负债

4,177,443.53 4,177,443.53 4,177,443.53

负债合计

4,177,443.53 4,177,443.53 4,177,443.53

其它综合收益

675,700.87 717,484.29 717,484.29 1,393,185.16

盈余公积

2,553,881,846.36 2,295,469.57 2,295,469.57 2,556,177,315.93

未分配利润

9,590,506,538.60 20,659,226.12 20,659,226.12 9,611,165,764.7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145,064,085.83 23,672,179.98 23,672,179.98 12,168,736,265.81

注 1：

于 2019年 1月 1日，公司将账面价值 590,424,248.00 元的银行理财产品，从原金融工具准则下其他流动资产重分

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根据流动性列示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于 2019年 1月 1日，公司将账面价值 8,023,769.87元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外汇

套取工具）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公司将账面价值 1,489,151,842.10 元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从原金融工具准则下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列报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因执行上述修订相

应调整其他综合收益增加 717,484.29元、调增递延所得税负债 4,177,443.53元、调增盈余公积 2,295,469.57 元、调增未分

配利润 20,659,226.12元。

2)执行新债务重组及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对本公司的影响

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并根据准则的规定对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至准则实施日之间发生的非货

币性资产交换和债务重组进行调整，对公司生产经营无影响。

3、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 46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

%

）

表决权比例

（

%

）

海南耀兴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2 71.00 71.00

海口金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3 100.00 100.00

海南耀兴集团海口五岳实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3 100.00 100.00

香港宇通国际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100.00 100.00

YUTONG MIDDLE EAST FZE

全资子公司

3 100.00 100.00

YUTONG AUSTRALIAPTY LTD

全资子公司

3 100.00 100.00

AUTOBUSES YUTONG DE VENEZUELA, S.A

控股子公司

3 90.02 90.02

YUTONG-RUS

控股子公司

3 99.00 99.00

YUTONG LUXEMBOURG S.A.R.L

全资子公司

3 100.00 100.00

YUTONG PANAMA S.A

全资子公司

3 100.00 100.00

YUTONG DE MEXICO,S.A. DE C.V

控股子公司

3 99.00 99.00

SINOSINCERE INTERNATIONAL LIMITED

全资子公司

3 100.00 100.00

郑州精益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100.00 100.00

郑州科林车用空调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3 70.00 70.00

郑州精益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3 100.00 100.00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三农宇通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100.00 100.00

上海宇通青普汽车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100.00 100.00

成都宇通客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100.00 100.00

武汉宇通顺捷客车实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100.00 100.00

深圳市智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100.00 100.00

沈阳宇通顺捷客车服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100.00 100.00

南宁宇通顺捷客车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100.00 100.00

青岛睿通时代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100.00 100.00

苏州万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100.00 100.00

西藏康瑞盈实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100.00 100.00

中证焦桐宇通

（

兰考

）

扶贫产业基金

（

有限合伙

）

全资子公司

3 99.90 99.90

郑州崇信置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100.00 100.00

郑州同润置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3 100.00 100.00

郑州同舟置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3 100.00 100.00

山西绿欣睿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100.00 100.00

郑州凤宇置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100.00 100.00

郑州宇通房车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100.00 100.00

南通市绿欣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100.00 100.00

重庆绿欣睿控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100.00 100.00

长春睿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100.00 100.00

哈尔滨绿欣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100.00 100.00

郑州通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100.00 100.00

深圳宇通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100.00 100.00

广州智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100.00 100.00

拉萨宇通顺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100.00 100.00

张家口睿道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100.00 100.00

内蒙古绿欣睿控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100.00 100.00

海南宇兴道路运输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100.00 100.00

海口宇兴道路运输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3 100.00 100.00

郑州瑞途实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100.00 100.00

郑州瑞昙实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100.00 100.00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 1户，减少 19户，其中：

（1）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名称 变更原因

中证焦桐宇通

（

兰考

）

扶贫产业基金

（

有限合伙

）

投资设立

（2）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名称 变更原因

海口耀兴旅游客运有限公司 注销

海口耀兴公共汽车有限公司 注销

西藏智捷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销

三亚宇兴道路运输有限公司 注销

郑州吉时宇实业有限公司 注销

桂林宇兴道路运输有限公司 注销

郑州元湖实业有限公司 注销

郑州元礼实业有限公司 注销

郑州元略实业有限公司 注销

郑州元浦实业有限公司 注销

郑州元献实业有限公司 注销

郑州元业实业有限公司 注销

郑州瑞铸实业有限公司 注销

郑州瑞善实业有限公司 注销

郑州瑞颂实业有限公司 注销

郑州瑞望实业有限公司 注销

郑州元昭实业有限公司 注销

郑州元榕实业有限公司 注销

郑州元威实业有限公司 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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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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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20 年 3 月 18 日以邮件和电话方

式发出通知，2020年 3 月 28 日上午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 9 名，实际参会 9 名。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汤

玉祥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题：

1、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将提交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3、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 2020年财务预算报告》。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将提交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高级管理人员 2019年度薪酬考核的报告》。

根据 2019年公司主要经营目标和工作重点的完成情况，考核结果为合格，按年薪制标准补足高级管理人员 2019

年度薪资，不再计提奖励。

5、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拟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213,939,223股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10元（含税）。

本议案将提交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6、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度资金使用情况和 2020年投资项目计划的议案》。

2019年度投资项目签订合同总额 8.46亿元，付款总额 7.01亿元，部分项目正在执行中；2020 年公司新增项目总预

算额 12.29亿元，其中 2020年合同额 10.91亿元；另外，以前年度递延项目 2020年签订合同额 3.52亿元。

7、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情况的议案》。

本议案所涉及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经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

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将提交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8、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年度报告和报告摘要》。

本议案将提交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9、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10、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11、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支付 2019年度审计费用并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议案将提交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2、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议案》。

详见《关于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13、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4、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制度的议案》。

其中关于《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议事规则》、《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的修订将提交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5、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股权的议案》。

为促进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提升产品竞争力、降低制造成本，公司分别按照标的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

净资产值，受让郑州赛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交易对价 755.07 万元；受让郑州宇通模具有限公司 51%股权，交

易对价 944.46万元。

16、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融资授权的议案》。

本议案将提交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7、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提供回购担保责任的议案》。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8、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提名汤玉祥先生、曹建伟先生、于莉女士和卢新磊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职工董事候选人；

提名李克强先生、尹效华先生、谷秀娟女士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9、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定于 2020年 4月 27日召开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详见《关于召开 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八日

附简历：

汤玉祥 男，1954年出生，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1993 年本公司成立后任董事、副总经理，1996 年任总经理、财务

负责人，2001年开始担任公司董事长。曾被评为郑州“新长征突击手” 、市“十大青年企业家” ，多次获郑州市“五一”

劳动奖章，1998年河南省劳动模范，2005年全国劳动模范，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兼任总经理。

曹建伟 男，1977年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2000年 7月毕业于郑州大学商学院，同年 7月进入公司，历任财务中

心主任、企管总监、人力资源总监。现任宇通集团董事、副总裁，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于 莉 女，1975年出生，研究生学历，工程师，经济师。历任宇通客车证券事务代表、宇通发展董事会秘书、上海

宇通董事会秘书、宇通客车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宇通集团对外关系及法律事务部经理、宇通集团董事、义煤集团证券与

投资部部长、大有能源董事会秘书等职。现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董事会秘书。

卢新磊 男，1974年出生，本科学历。1998 年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工业设计专业，同年 7 月进入公司，历任宇通客

车底盘车间主任、生产处处长、总经理助理、生产质量总监、生产总监。现任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李克强 男，1963 年出生，工学博士,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历任重庆大学汽车工程系教

授、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教授、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主任，现任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教授、清华大学智能网联车辆研究

中心主任、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600006）、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601965）和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002405）独立董事。现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尹效华 男，1953年出生，经济学学士。曾任郑州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曾兼任华英农业、中原环保、双汇发展、三全

食品独立董事。现任郑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兼任豫金刚石、太龙药业独立董事。

谷秀娟 女，1968 年出生，经济学博士，高级会计师。曾任河南工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院长,北京市世界银行住房

项目办公室住房项目部副部长、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分中心管理处副处长、处长及审计处处长、北京证监局稽查

处副处长、处长等；曾兼任好想你、神火股份、牧原股份、兴蓉投资等独立董事。现任河南工业大学金融学教授，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兼任盛和资源、北新建材和国统股份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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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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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以邮件和电话

方式发出通知，2020 年 3 月 2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监事 5 名，实际参会 5 名，符合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题：

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将提交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3、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 2020年财务预算报告》。

4、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度资金使用情况和 2020年投资项目计划的议案》。

6、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情况的议案》。

7、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年度报告和报告摘要》。

在全面了解和审核公司 2019年度报告后，我们认为：公司严格按照股份公司财务制度规范运作，公司 2019 年度报

告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2019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我们保证公司 2019 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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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9、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10、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股权的议案》。

为促进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提升产品竞争力、降低制造成本，公司分别按照标的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

净资产值，受让郑州赛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交易对价 755.07 万元；受让郑州宇通模具有限公司 51%股权，交

易对价 944.46万元。

1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同意提名张涛先生、张国徽先生和位义辉先生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八日

附简历：

张 涛 男，1974年出生，本科学历。1996年毕业于重庆大学汽车专业，同年 10月进入公司，历任公司产品管理部

部长助理、技术中心车身室主任助理、产品管理部部长助理、订单中心订单工程部部长、订单中心副主任。现任公司第

九届监事会监事、技术总监。

张国徽 男，1981年出生，本科学历。2004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同年 7月份进入公司，历任安驰担保华南大区主管、

安驰担保客车金融部主管、安驰担保副总经理、汽车担保租赁中心副主任、安驰担保总经理，现任宇通集团财务公司总

经理。

位义辉 男，1984年出生，本科学历。2010 年毕业于河南农业大学，同年 7 月份进入公司，历任公司配置器与订单

管理模块主管、订单中心技术经理、海外产品事业部配置高级经理，宇通集团经营管理部创业管理高级经理。现任宇通

集团经营管理部常务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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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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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1元（含税）。

● 本次利润分配以 2,213,939,223股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并将

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9,600,109,

344.91元。经董事会决议，公司 2019年年度拟以 2,213,939,223股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213,939,223 股，以

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2,213,939,223 元（含税）。公司 2019 年度现金分红合计占公司 2019 年合并报表中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 114.11%。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

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0年 3月 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0年 3月 28日召开监事会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本次利润分配方

案。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现金分红对上市公司每股收益、现金流状况、生产经营的影响分析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

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二）其他风险说明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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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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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事项需提交公司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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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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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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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宝锋先生和段海燕先生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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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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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在 2019年初预计的额度内，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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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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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关联交

易事项时回避表决。

二、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1、关联采购，2019年的实际交易额比预计少 8,646万元。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定价方法

2019

年实际

交易额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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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41 60,000 -6,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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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0 9,900 -7,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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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9 5,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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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18 9,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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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8 6,600 -2,932

郑州宇隆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和

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4,214 9,000 -4,786

郑州之铂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和

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48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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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1 4,100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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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2,400 -2,236

郑州宇通重工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和

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773 500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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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3 1,000 293

郑州郑宇重工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和

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25 25

合 计

84,854 93,500 -8,646

2、接受服务或劳务，2019年的实际交易额比预计少 8,117万。

单位：万元

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定价方法

2019

年实际

交易额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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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45 49,000 -1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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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48 15,600 1,248

郑州安驰担保有限公司 融资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16,733 7,600 9,133

盛德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融资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1,636 3,100 -1,464

河南快鹿出行服务有限公司 接受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2,894 3,600 -706

郑州绿都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代建管理服

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3,841 7,058 -3,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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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 970 -583

郑州宇通重工有限公司 租赁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591 1,200 -609

河南绿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339 310 29

郑州郑宇重工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 50 -50

郑州傲蓝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61 60 1

郑州市护车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1 1

河南安新网络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1 1

郑州绿都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41 41

江苏颢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96 96

广州市安瑞互联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17 17

合 计

80,431 88,548 -8,117

3、整车销售，2019年的实际交易额比预计少 40万元。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定价方法

2019

年实际交

易额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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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4 854

河南安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506 1,400 -894

合 计

1,360 1,400 -40

4、材料销售，2019年的实际交易额比预计少 2,778万元。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定价方法

2019

年实际

交易额

2019

年预计

交易额

节

\

超预算

金额

郑州宇通重工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3,697 4,900 -1,203

郑州深澜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791 2,500 -1,709

郑州郑宇重工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163 163

郑州宇隆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312 540 -228

郑州之铂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216 1000 -784

郑州宇通模具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354 354

郑州智驱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375 400 -25

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56 10 46

郑州赛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754 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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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200 -177

郑州宇佳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91 60 31

合 计

6,832 9,610 -2,778

5、提供服务或劳务，2019年的实际交易额比预计少 690万元。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定价方法

2019

年实际交

易额

2019

年预计交

易额

节

\

超预算

金额

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

提供检测

、

绿化

、

租赁

、

餐

饮

、

维修加工

、

提供劳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428 460 -32

郑州宇通重工有限公司

维修加工劳务

、

提供试验

信息等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636 530 106

郑州宇通模具有限公司 提供服务

、

租赁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373 460 -87

郑州智驱科技有限公司

租赁

、

提供试验

、

运输服

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15 500 -485

郑州绿都地产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绿化

、

餐饮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51 100 -49

河南安和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

维修加工

、

绿化

、

餐饮服

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7 160 -153

郑州宇隆汽车用品有限公

司

提供劳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10 10

合 计

1,520 2,210 -690

6、金融服务

（1）存款未超日余额上限。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期末余额

2019

年日余额上限

2019

年日最大余额

郑州宇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75,780 300,000 295,756

合 计

175,780 300,000 295,756

（2）授信使用额未超最大额度。

单位：万元

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2019

年

最大额度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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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000 178,976

合 计

350,000 178,976

（3）利息收入及手续费管理费支出比预计少 1,592万元。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19

年实际金额

2019

年预计金额

郑州宇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3,608 5,200

合 计

3,608 5,200

二、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根据 2019年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结合公司 2020年经营预测和行业发展展望，现就公司 2020 年预计发生的

日常关联交易情况汇报如下：

1、关联采购，2020年预计发生 176,931万元。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定价方法

2020

年预计交易

额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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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940 5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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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00 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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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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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99 9,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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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8

郑州宇隆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和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7,220 4,214

郑州之铂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和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2,490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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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70 3,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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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0 164

郑州宇通重工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和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560 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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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 1,293

郑州郑宇重工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和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5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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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合 计

176,931 84,854

2、接受服务或劳务，2020年预计发生 88,565万元。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定价方法

2020

年预计交

易额

2019

年实际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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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00 36,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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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0 16,848

郑州安驰担保有限公司 融资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20,000 16,733

盛德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融资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4,000 1,636

河南快鹿出行服务有限公司 接受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3,900 2,894

郑州绿都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3,000 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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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387

郑州宇通重工有限公司 租赁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610 591

河南绿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280 339

郑州郑宇重工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50

郑州傲蓝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20 61

郑州市护车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接受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5 1

河南安新网络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1

郑州绿都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41

江苏颢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96

广州市安瑞互联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17

合 计

88,565 80,431

3、整车销售，2020年预计发生 6,000万元。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定价方法

2020

年预计交易

额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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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 854

河南安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2,000 506

合 计

6,000 1,360

4、材料销售，2020年预计发生 10,040万元。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定价

原则

定价方法

2020

年预计交

易额

2019

年实际交易

额

郑州宇通重工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4,000 3,697

郑州深澜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1,500 791

郑州之铂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1,000 216

郑州郑宇重工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890 163

郑州宇隆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820 312

郑州宇通模具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500 354

郑州智驱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400 375

河南快鹿出行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300

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230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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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郑州赛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100 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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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23

郑州宇佳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80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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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合 计

10,040 6,832

5、提供劳务或服务，2020年预计发生 4,080万元。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定价方法

2020

年预计交

易额

2019

年实际交

易额

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

提供检测

、

绿化

、

租赁

、

餐

饮

、

维修加工

、

提供劳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1,200 428

郑州宇通重工有限公司

维修加工劳务

、

提供试验

信息等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1,420 636

郑州宇通模具有限公司 提供服务

、

租赁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900 373

郑州智驱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试验

、

运输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320 15

郑州绿都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

绿化

、

餐饮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100 51

郑州赛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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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安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维修加工

、

绿化

、

餐饮服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30 7

郑州宇隆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价 参考市场价

10 10

合 计

4,080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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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日余额

上限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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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 295,756

合 计

300,000 295,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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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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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0 178,976

合 计

400,000 178,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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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实际金额

郑州宇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6,220 3,608

合 计

6,220 3,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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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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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宇通重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宇工路 88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67,750万元

法定代表人：曹中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732484450T

主营业务：环卫设备、工程机械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股东情况：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88.56％股权，拉萨德宇新创实业有限公司 11.44%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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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高新开发区长椿路 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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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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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工路 88号办公楼 1022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赵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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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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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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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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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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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玉祥持有 16.99%股权，郑州亿仁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16.11%股权，其他自然人持有 66.90%。

关联关系：本公司董事长控制的企业

11、河南绿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郑州市管城回族区郑汴路 76号 2单元 8层 807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丁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474407973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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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服务；房屋租赁；清洁服务；家政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停车场管理服务。

股东情况：郑州绿都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关联关系：本公司董事长控制的企业

12、郑州宇通模具有限公司

注册地：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十五大街与启航路交汇处西北角 366号 4号工厂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0MA45REC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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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机械设备及配件、汽车配件的设计、制造、装配、调试、销售、维修及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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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广州市安瑞互联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注册地：广州市越秀区长堤大马路 193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薛景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9HYQL7T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小额贷款业务(具体经营项目以金融管理部门核发批文为准);向中小微企业开展融资咨询服务。

股东情况：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关联关系：同一实际控制人

14、河南星宇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注册地：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紫荆山路 60号 18层 18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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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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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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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45M1PX0T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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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科持有 15%股权。

关联关系：同一实际控制人

16、郑州宇隆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注册地：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宇工路 88号 7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4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巫青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468KF97E

经济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批发兼零售:汽车用品、塑料制品、针纺织品、电子产品;汽车用品的设计、制造与加工。

股东情况：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70%股权，巫青峰持有 30%股权。

关联关系：同一实际控制人

17、郑州傲蓝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宇工路 88号综合办公楼四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余礼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3XDCNL4H

经济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环保产品技术研发及技术服务;城市环境卫生及市容服务。

股东情况：郑州宇通重工有限公司持有 85%股权，余礼祥持有 15%股权。

关联关系：同一实际控制人

18、郑州郑宇重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宇工路 88号综合办公楼三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郭旭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448X116N

经济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汽车(不含小轿车)、工程、道路、建筑、起重、水利机械设备及配件的开发、设计、制造、销售。

股东情况：郑州宇通重工有限公司持有 70%股权，郭旭东持有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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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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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祥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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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息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数据处理；企业管理咨询；批发零售：计算机软件；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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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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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股权，李方勇持有 10%股权,�田军持有 5%股权。

关联关系：同一实际控制人

22、江苏颢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南京市高淳区漆桥街道双牌石大街 39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延超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8MA1MTCEA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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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工程、公路工程、水利工程、装修装饰工程、土石方工程、房屋修缮工程施工；机电设

备安装；园林景观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养护；机械设备租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电梯销售、安装；建筑设备租赁、

加工；给排水工程施工；建筑材料销售。

股东情况：郑州绿都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关联关系：本公司董事长控制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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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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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5%股权，奉定勇持有 33.33%股权,其他 27名自然人 31.12%股权。

关联关系：本公司监事担任该公司董事

24、郑州赛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椿路 11号 1号楼 1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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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10100MA46X6MA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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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研发、生产、销售：连接器、充电设备、机

电设备配件、汽车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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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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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郑州绿都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郑州市二七区德化街 100号 B305

注册资本：人民币 3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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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066� � � �公司简称：宇通客车

年度

报 告 摘 要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22

2020年 3 月 31 日 星期二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