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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19 年度关联租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租赁基本情况 

（一）概述 

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4月22日召开

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19年度关联租赁的议

案》，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对2019年度日常关联租赁情况进行了预计，

即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嘉寓新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嘉寓集团”）及其子公司签订《厂房租赁合同》，2019年度交易金额不超过

2,000万元。关联董事田新甲先生、张初虎先生回避了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

其他非关联董事表决一致同意该议案。 

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相

关制度的规定，此次关联交易金额为2,000万元，占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的1.36%，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预计2019年关联租赁的类别和金额 

该关联交易类别为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作为承租方的关联租赁，关联人为公司

控股股东嘉寓集团，关联交易的价格为双方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预计 2019

年度不超过 2000万元，截至披露日已发生 0元，上年发生 1,115.31万元。 

（三）2018 年度关联租赁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

额 

预

计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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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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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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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日期及索引 

厂房

租赁 
嘉寓集团 

顺义区牛富路16号

院内厂房 
95,145.41 0 0.85% 100%  

 

厂房

租赁 

 

德州新新节

能科技有限

公司 

创业大道与开元路

交叉口西北角的厂

房 

1,904,761.9

0 
0 17.08% 100% 

公司2017年8月

25日在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

ninfo.com.cn）

披露的公告《关

于公司租赁嘉寓

集团生产基地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7-084） 

厂房

租赁 

嘉寓新新投

资集团（临

邑）有限公司 

临邑县花园大街东

段北侧的厂房 

1,757,714.2

8 
0 15.76% 100% 同上 

厂房

租赁 

嘉寓新新投

资（集团）湘

潭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乡经济开

发区的厂房 
888,888.88 0 7.97% 100% 同上 

厂房

租赁 

卫辉市新新

节能科技有

限公司 

河南省卫辉市唐庄

镇产业集聚区厂房 
818,181.84 0 7.34% 100%  

厂房

租赁 

嘉寓新能源

（徐州）有限

公司 

徐州市沛县经济开

发区沛公路北侧厂

房 

801,377.15 0 7.19% 100%  

厂房

租赁 

嘉寓新新节

能科技咸宁

有限公司 

湖北省咸宁市永安

东路长江工业园的

厂房 

1,881,943.1

6 
0 16.87% 100% 

公司2017年8月

25日在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

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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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的公告《关

于公司租赁嘉寓

集团生产基地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7-084） 

厂房

租赁 

河北万鑫能

源有限公司 

河北省邢台市威县

经济开发区 

3,005,108.5

8 
0 26.94% 100% 同上 

公司董事会对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 2018年度未进行关联厂房租赁的整体预计，全部依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单独进行相应披露，故此次根据 2018年度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

额进行合理预计。 

公司独立董事对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核查意

见 

公司董事会对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

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关联关系 

1、嘉寓新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牛汇南二街1号1幢 

法定代表人：田家玉 

注册资本：4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9年1月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68355292XN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顾问；投资咨询；市场营

销策划；企业管理；生态、生物环保技术开发、服务、转让、咨询；企业咨询；

市场调研。 

2019年3月，嘉寓集团总资产725,673.74万元,净资产13,929.87万元，营业



收入0元，净利润-1,510.54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主要股东持股情况：公司实际控制人田家玉先生持有嘉寓集团90%的股权。 

关联关系：嘉寓集团持有公司298,597,70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66%，为公

司的控股股东，公司与嘉寓集团构成关联关系，该关联人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2、德州新新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州新新”）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乐陵市经济开发区开元西路西首路北  

法定代表人：田海龙 

注册资本：25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年 2月 27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48106295968XU  

经营范围：节能技术推广;太阳能建筑一体化组件的设计、生产、安装和销

售;太阳能新型建筑材料的设计、生产、安装和销售;太阳能光伏农业设施生产线

的设计、生产、安装和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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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3月，德州新新总资产 7,392.50万元、净资产 661.43 万元、营业

收入 0元，净利润-39.12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主要股东持股情况：嘉寓集团持有100%股权。 

关联关系：德州新新为控股股东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以外的法人，与公司

构成关联关系。该关联人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嘉寓新新投资集团（临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临邑”）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凯旋社区治安派出所北邻  

法定代表人：田海龙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年 7月 17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4240744037855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不含金融业务及金融性资产管理);以自有资金对项目

投资;投资管理;投资顾问。生态、生物环保技术开发、服务、转让、咨询。(国

家限制和禁止的除外,涉及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2019年 3月，集团临邑总资产 15,995.34万元、净资产 2,737.61万元、营

业收入 0元，净利润-70.62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主要股东持股情况：嘉寓集团持有100%股权。 

关联关系：集团临邑为控股股东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以外的法人，与公司

构成关联关系。该关联人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4、嘉寓新新投资（集团）湘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湘潭”）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湖南湘乡经济开发区大将北路 008号  

法定代表人：田海龙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年 9月 22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3813205250097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服务;对节能建材项目投资(不得超越经营范围,违规从

事放贷经营业务;不得吸取公众存款;不得发布涉嫌非法集资违法广告);投资管

理;投资顾问;投资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企业管理服务;自有房屋租赁服务;生态、

生物环保技术服务、转让、咨询;市场调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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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3月，集团湘潭总资产 10,862.65万元、净资产 1325.13万元、营

业收入 0元，净利润-64.18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主要股东持股情况：嘉寓集团持有100%股权。 

关联关系：集团湘潭为控股股东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以外的法人，与公司

构成关联关系。该关联人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5、卫辉市新新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卫辉节能”）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卫辉市唐庄产业集聚区工业路 1号  

法定代表人：田海龙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 10月 20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781MA44H7RR2B  

经营范围：节能技术推广；太阳能一体化组件的设计、生产、安装、销售；

太阳能新型建筑材料的设计、生产、销售；太阳能光伏农业设施生产线的设计、

生产、安装和销售。 

2019年 3月，卫辉节能总资产 4,837.03万元、净资产 4,845.34万元、营

业收入 0元，净利润-56.93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主要股东持股情况：嘉寓集团持有100%股权。 

关联关系：卫辉节能为控股股东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以外的法人，与公司

构成关联关系。该关联人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6、嘉寓新能源（徐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新能源”）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沛县经济开发区沛公路北侧、汉康路东侧  

法定代表人：田海龙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 7月 14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322MA1PWX153E  

经营范围：太阳能电力的生产与销售,太阳能发电系统的规划、设计、研究、

开发、技术咨询与运营维护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太阳能发电项目的建设和管理,



光伏发电项目相关产品及设备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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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3 月，徐州新能源总资产 14,820.82 万元、净资产 4,348.09 万元、

营业收入 0元，净利润-97.90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主要股东持股情况：嘉寓集团持有100%股权。 

关联关系：徐州新能源为控股股东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以外的法人，与公

司构成关联关系。该关联人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7、嘉寓新新节能科技咸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咸宁新新”）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咸宁经济开发区长江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田海龙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年 1月 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200090294654B 

经营范围：节能技术推广;太阳能一体化组件的设计、生产、安装和销售;

太阳能新型建筑材料的设计、生产、安装和销售;太阳能光伏农业设施生产线的

设计、生产、安装和销售;厂房租赁。(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

后方可经营) 

2019年 3月，咸宁新新总资产 5,587.18万元、净资产 536.44 万元、营业

收入 0元，净利润-103.14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主要股东持股情况：嘉寓集团持有100%股权。 

关联关系：咸宁新新为控股股东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以外的法人，与公司

构成关联关系。该关联人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8、河北万鑫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万鑫”）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河北省邢台市威县经济开发区跨越路以东、信德路以北  

法定代表人：田海龙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年 8月 25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533347919155A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清洁能源科技研发、推广服务;电力工程施工;环保

技术信息咨询服务;电子集成系统研发与销售;充电桩的安装及运营;光伏照明产

品的研发与销售;高、低压成套开关设备、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家用电器、供暖

设备制造、销售;自有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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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3月，河北万鑫总资产 35,880.80万元、净资产 4,526.61万元、营

业收入 36.55万元，净利润-64.81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主要股东持股情况：嘉寓集团持有100%股权。 

关联关系：河北万鑫为控股股东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以外的法人，与公司

构成关联关系。该关联人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为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的公司。本公司与其一直保持正常业务往

来，由此构成的关联交易按照所签订的合同执行，上述关联方具有良好的履约能

力，因关联方无法履约而导致公司损失的风险小并处于可控范围。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一直保持正常业务往来，由此构成的关联交易按照所签订

的业务合同执行，业务合同约定了合理的结算周期。公司与关联方之间交易的计

价方式及交易价格在参考市场价格基础上协商确定，且交易的定价符合公开、公

正的原则，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如上所述，关联租赁为公司日常经营业务所必须，且定价系遵循独立交易原

则下参照市场价格的基础上的公允定价，结算方式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

股东利益情况。对公司持续经营和独立性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公司对2019年度关联租赁情况进行了预

计，其内容和金额是公司2019年度生产经营所必要的，该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

正、公开的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未发现有

侵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将该事项提交

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公司2019年度关联租赁额度预计遵循公平、公正、公开

的原则，其定价依据公允、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影响公

司的独立性，未发现有侵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规定。公司董事会

审议和表决本次关联交易的程序合法有效。我们一致同意2019年度关联租赁预计

事项。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

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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