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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结合公司日常经营情况和实际业务

发展需要，拟与洛阳北玻硅巢技术有限公司，洛阳北玻硅巢新材料有限公司，洛阳北玻硅巢装

备技术有限公司在公司2019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发生交易不超过2,000万元，主要涉及向关联

人销售产品、商品，厂房租赁，向关联人提供劳务等交易。 

2、交易履行的相关程序 

公司于2019年10月22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票回避表决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作用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关联董事高学明、高理回避表决。 

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该事项无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无需经过有

关部门的批准。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3、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及金额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金额 本年度截止

披露日已发

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

额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商

品 

洛阳北玻硅巢技

术有限公司 

委托加工零部

件等 

市场公允

定 价  

合计不超过

1,500万元 

5.88 0.00 

洛阳北玻硅巢新

材料有限公司 

5.6 1.43 

洛阳北玻硅巢装

备技术有限公司 

710.23 252.76 

公司向

关联人

出租厂

洛阳北玻硅巢装

备技术有限公司 

厂房租赁等 市场公允

定 价  

合计不超过300

万元 

71.87 198.48 

洛阳北玻硅巢新 64.57 0 



房等 材料有限公司 

洛阳北玻硅巢技

术有限公司 

6.1 0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洛阳北玻硅巢技

术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等 

市场公允

定 价 

合计不超过200

万元 

0 0 

洛阳北玻硅巢新

材料有限公司 

0 0 

洛阳北玻硅巢装

备技术有限公司 

0 0 

合计 合计不超过

2,000万元 

864.27 452.67 

注：若公司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超出上述金额的，公司将依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则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维护本公司及无关联关系股东的合法权益。 

4、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万元） 

预计金额 

（万元） 

 

实际发生额占

同类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额与预

计金额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

引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 

洛阳北

玻硅巢

技术有

限公司 

委托加

工零部

件 

0 0 0 0 - 

厂房等

租赁 
0 0 0 0 - 

洛阳北

玻硅巢

新材料

有限公

司 

委托加

工零部

件 

1.43 0 0.002% - - 

厂房等

租赁 
0 0 0 0 - 

洛阳北

玻硅巢

装备技

术有限

公司 

委托加

工零部

件 

252.76 700 0.439% 66.16% 

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3 日

发布了《关于

日常关联交易

的公告》（公

告编号：

20180056） 

厂房等

租赁 
198.48 300 0.345% 36.11% 

合计 452.67 1000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在制订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基于市场前景、合作关系、实

际履约能力等对关联交易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测算，预计是合理的，但受硅

巢项目实际实施进展情况影响，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公司对 2018 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说明符合市场行情和公司的实

际情况，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符合公司的经



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营和发展要求，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平、公正，

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1）洛阳北玻硅巢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河南省洛阳市高新区洛宜路166号 

法定代表人：高学明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00MA46NBEF7U 

成立日期：2019年04月24日 

经营范围：非金属加工专用设备的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机械设备、装配式建

筑材料的设计、制造、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业务。 

截至2019年9月30日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4,407.47万元，净资产2,281.15万元，营业收

入28.9万元，净利润-718.85 万元（注：未经审计）。 

2）洛阳北玻硅巢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00MA445M2K1Q 

成立时间：2017年7月9日 

住所：洛阳市高新区洛宜路166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高学明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经营范围：建筑材料专用机械设备及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及生产技术的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转让服务；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截至2019年9月30日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692.2万元，净资产-418.16万元，营业收入

126.73万元，净利润-49万元（注：未经审计）。 

3）洛阳北玻硅巢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26MA448AP245 

成立时间：2017-08-04 

住所：洛阳市汝阳县产业集聚区管委会老办公楼（九川）三楼305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熊存强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建筑材料新型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进出口业务，相关技术咨询、技术转

让服务；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 

截至2019年9月30日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7,285.66万元，净资产3,731.30万元，营业收

入23.12万元，净利润-785.94万元（注：未经审计）。 

2、履约能力 

我国政府大力提倡传统建筑业转型升级为建筑工业化、推广建筑节能、提倡环保循环利用，

装配式建筑是建筑工业化的主要实施方式。硅巢材料具备轻质高强、隔热保温、防火耐火、防

潮憎水、隔音防腐、装饰一体、耐候性极高等功能集成特色，并且以环境垃圾——“尾砂”（风

积沙、淤沙、尾矿、煤矸石等）为主要原料，符合绿色、节能、环保的产业发展方向，发展空

间及市场容量广阔，符合公司的战略定位，硅巢正处于孵化过程中的项目，本公司参与了硅巢

项目投资，能够及时了解硅巢项目的实施进展。截至公告日，本公司未发现硅巢项目存在影响

其履约能力的重大不利变化。 

3、关联关系说明 

洛阳北玻硅巢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与本公司大股东、董事长高学明先生等共同投资设立，

洛阳北玻硅巢新材料有限公司及洛阳北玻硅巢装备技术有限公司为洛阳北玻硅巢技术有限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有

关规定，洛阳北玻硅巢技术有限公司、洛阳北玻硅巢新材料有限公司及洛阳北玻硅巢装备技术

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三、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本次涉及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厂房租赁，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等交易。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业务往来，属于正常经营业务往来，与其他业务往来企

业同等对待。且高学明先生及直系亲属（冯进军女士其妻，高学林先生其兄）在本公司合计股

权占比为62.61%，其本人在硅巢项目相关公司穿透合计股权占比为61.99%，持股比例基本一致，

利益基本平衡。 

按照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系参考成本及同类业务的市场价格，定价公允、

合理，并根据实际发生的金额结算。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经公司审议批准后，公司将根据具体

业务与以上关联方签署相关业务合同协议。关联交易协议在实际业务发生时按笔分别以合同或



订单方式签署。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是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该项关联

交易属于正常的经营活动，有利于双方取得双赢的合作效果。  

上述关联交易是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关联交易价格公平、公允、合理，不会损害

公司的利益，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不利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也

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行为而对关联方形成任何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的关联交易属于日常关联交易行为，是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交易的定

价方式采用市场价格，充分体现了公平、公允的原则；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上市公司及上市公

司非关联股东造成不利影响和损失，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关于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1）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客观、公允、公平、合理的原则，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利

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本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在议案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依法进行了回避。  

因此，我们同意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是在公平合理、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价格的确定符合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监事会对公司上述关联交易无异议 

 

特此公告。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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