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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受让金晶（集团）有限公司 

所持有淄博金星玻璃有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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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交易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不构成重要影响。  

过去12个月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未进行过类别相关的交易。  

 

释义： 

1、本公司、公司指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金晶集团指金晶（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金

晶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100%股权，山东金晶节能玻璃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31.38%股权）； 

3、金星公司、目标公司：指淄博金星玻璃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 53.33%，

金晶集团持股 46.67%。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与金晶集团于 2018 年 12 月 18 日签订了《淄博金星玻璃有限公司之

股权转让协议》，拟将金晶集团持有的金星公司 46.67%的股权转让给本公司。本

次交易参照 2018 年 10 月 31 日经评估的金星公司净资产值，转让价款为 3737.324

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由于金晶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之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中

回避了对该项议案的表决。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

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虽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但该额度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不及 5%以上。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详见本公告“释义”部分第二项。 

（二）关联方的基本信息 

1、企业名称：金晶（集团）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淄博高新区石桥办事处王北村 

4、法定代表人：王刚 

5、注册资本：44500 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对控股企业进行资产管理和经营管理 

7、主要股东：淄博东升玻璃纤维有限公司 

8、金晶集团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良好 

9、华联集团与本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没有关系 

10、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金晶集团总资产 1,175,309.60

万元，净资产 503,543.25 万元。2017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501,128.54 万元，

净利润 18,604.94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的名称和类别：本次交易属于本公司收购资产，即本公司受让金晶

集团持有的金星公司股权。  

2、权属状况说明：目标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

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亦不存在妨碍权

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目标公司介绍 

（1）设立时间：2000 年 5 月 26 日 

（2）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淄博开发区宝石镇王北村 

（4）注册资本：3000 万元  

（5）法定代表人：乔英珠 

（6）主营业务：生产销售建筑玻璃、工业技术用玻璃、光学玻璃、钢化玻



璃、玻璃深加工等业务； 

（7）股权结构：金晶科技出资 16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3.33%；金晶集

团出资 14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6.67%。 

（8）主要财务数据：  

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金星公司资产总额为 8658.68 万元，净资产为 7330.35 万元，2017 年实

现营业收入 7365.72 万元，净利润-262.37 万元。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金星公司资产总额为 9924.43 万元，净资产为 7707.22

万元，2018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4649.12 万元，净利润 376.87 万元。 

 

（二）本次交易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经双方同意，参考基准日 2018 年 10 月 31 日经评估的目标公司净资产值，

本次目标股权的转让价款为 3737.324 万元。 

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针对本次评估的评估目的和资产类型，

考虑各种评估方法的作用、特点和所要求具备的条件，此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和成

本法（资产基础法）。在对两种方法得出的评估值进行分析比较后，以成本法评

估值作为评估结论。根据京信评报字（2018）第 509 号《评估报告》，评估结果

分类汇总表如下：（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9,139.35   9,156.94   17.59   0.19  

2 非流动资产   1,033.95   1,119.39   85.44   8.26  

3       固定资产  980.84   1,066.28   85.44   8.71  

4       递延所得税资产  53.11 53.11 - - 

5 资产总计   10,173.30   10,276.33   103.03   1.01  

6 流动负债  2,270.21 2,268.36 -1.85 -0.08 

7 非流动负债  - - - 
 

8 负债合计  2,270.21 2,268.36 -1.85 -0.08 

9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7,903.09   8,007.97   104.88   1.33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本次交易协议的协议主体：本公司（受让方）、金晶集团（出让方）于 2018

年 12 月 18 日签订了《淄博金星玻璃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拟将金晶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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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的金星公司 46.67%的股权转让给本公司。本次交易参照 2018 年 10 月 31 日

经评估的金星公司净资产值，转让价款为 3737.324 万元。 

支付方式：《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 10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一次性支付本次

交易款项。 

协议生效条件：自本协议自各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拟逐步提高深加工玻璃的业务比重，通过本次收购金星公司股权本公

司深加工业务比重将提升，为目前的主业进一步拉长了产业链，优化了资源配置，

对提升本公司的整体竞争能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符合本公司的发展战略。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该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王刚先

生、邓伟先生、孙明女士回避表决，其余六位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董事审议并一致

通过该议案。 

（二）独立董事事前审阅情况 

在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前，本项交易已取得本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

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对提升本公司的整体竞争能力具有积

极的促进作用，符合本公司的发展战略。本次收购由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

格的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出具了《评估报告》， 客观、独立、

公正， 公司参考评估结果确认交易价格，并且交易原则合理，定价公允；本次

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本次交易并将议案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在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本公司独立董事亦对该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深加工业务比重

将提升，为目前的主业进一步拉长了产业链，优化了资源配置，符合本公司的发

展战略。本次收购由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出具了《评估报告》， 客观、独立、公正， 公司参考评估结果确认交

易价格，并且交易原则合理，定价公允；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我们一致同意本次交易。 

（四）审计委员会的审阅意见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8 年度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山东金晶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受让金晶（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淄博金星玻璃有限公司股权

的议案》， 邓伟委员已在审计委员会审议过程中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委员一致

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审计委员会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意见如下：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深加工业务比重将提升，为目前的主业进一步拉长了

产业链，优化了资源配置，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本次收购由具有从事证券、

期货业务资格的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评估报告》， 客观、

独立、公正， 公司参考评估结果确认交易价格，并且交易原则合理，定价公允；

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本次交易。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四）评估报告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