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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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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本次预计的日

常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第10.2.5条规

定的标准，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在公司董事局审议通过后即为有效，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的有关规定。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与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及金垦玻璃工业双

辽有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本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时，将遵循公平、公开、公正、合理的原则协商交易价格。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者被其控

制。 

 交易内容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有关要求，2018 年 10 月 25 日，公司召开的第九届董事局第七

次会议对本公司与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及金垦玻璃工

业双辽有限公司在 2019 年度发生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预计并审议。 

 关联人回避事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及《公司章程》规定，公司

董事局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1、因公司副董事长曹晖先生、董事陈向明先生在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兼任



董事职务，在公司董事局审议《关于 2019年度公司与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时，关联董事曹德旺先生（曹晖先生之父亲）、曹晖先生、陈向

明先生回避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余 6位无关联关系董事一致审议通过该议案。 

2、因公司董事陈向明先生、副总经理何世猛先生在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兼

任董事职务，在公司董事局审议《关于 2019年度公司与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时，关联董事曹德旺先生（何世猛先生为曹德旺先生的妹夫）、

陈向明先生回避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余 7位无关联关系董事一致审议通过该议案。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18年10月25日上午，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七次会议在福建省福清市融侨经济

技术开发区福耀工业村本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在关联董事对2019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回避表决的情况下，由出席会议的其余无关联关系董事审议通过《关

于2019年度公司与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于2019年

度公司与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独立董事意见 

（1）在公司召开董事局会议审议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前，独立董事LIU XIAOZHI（刘

小稚）女士、张洁雯女士和吴育辉先生就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如下：“本人认真审阅了公司提供的《关于2019年度公司与特耐王包装(福州)

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于2019年度公司与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及其他相关材料，本人认为公司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

是合理的，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发挥公司与关联方的协同效应，促进

公司发展。该等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无

关联关系股东的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

性产生不良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本人同意将上述议案

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七次会议审议，在公司董事局对上述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

事应当回避表决。” 

（2）在公司召开董事局会议审议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时，独立董事 LIU XIAOZHI（刘

小稚）女士、张洁雯女士和吴育辉先生就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



内容如下：“公司与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及金垦玻璃工

业双辽有限公司在 2019 年度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充分发挥公司与关联方的协同效应，有利于促进公司健康稳定的发展。公司与上述关联

方能够按照公平、公开、公正、合理的原则协商确定交易价格，交易价格采取参考市场

价格或以成本加合理利润的方式定价，属公平合理，符合公司股东之整体利益。公司预

计的与上述关联方在 2019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上限是合理的；公司与上述关联方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无关联关系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不会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

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者被其控制。本人对上述议案表示同意。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

事局第七次会议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公司董事局会议的审议和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2018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及金垦玻璃工业双

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人 
2018年度 

预计交易金额 

2018年 1-9月实际

发生金额 

购买商品及设备 

采购原辅材料 
特耐王包装(福

州)有限公司 
14,000.00 7,132.35 

采购原辅材料 
金垦玻璃工业双

辽有限公司 
17,000.00 9,744.90 

小计 31,000.00 16,877.25 

销售商品 

销售原辅材料 
特耐王包装(福

州)有限公司 
20.00 16.02 

销售原辅材料 
金垦玻璃工业双

辽有限公司 
 43.60 

小计 20.00 59.62 

水电汽等其他公用

事业费用(销售) 

销售水、电 
特耐王包装(福

州)有限公司 
130.00 90.39 

小计 130.00 90.39 

其它 

房屋租赁费收入 
特耐王包装(福

州)有限公司 
7.00 6.02 

管理咨询费收入 
特耐王包装(福

州)有限公司 
300.00 108.27 



管理咨询费收入 
金垦玻璃工业双

辽有限公司 
 42.76 

小计 307.00 157.05 

合计 31,457.00 17,184.31 

（三）2019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及金垦玻璃工业双

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人 
2019年度 

预计交易金额 

2018年 1-9月实际

发生金额 

购买商品及设备 

采购原辅材料 
特耐王包装(福

州)有限公司 
14,000.00 7,132.35 

采购原辅材料注 1 
金垦玻璃工业双

辽有限公司 
29,000.00 9,744.90 

小计 43,000.00 16,877.25 

销售商品 

销售原辅材料 
特耐王包装(福

州)有限公司 
20.00 16.02 

销售原辅材料 
金垦玻璃工业双

辽有限公司 
80.00 43.60 

小计 100.00 59.62 

水电汽等其他公用

事业费用(销售) 

销售水、电 
特耐王包装(福

州)有限公司 
130.00 90.39 

小计 130.00 90.39 

其它 

房屋租赁费收入 
特耐王包装(福

州)有限公司 
8.00 6.02 

管理咨询费收入 
特耐王包装(福

州)有限公司 
300.00 108.27 

管理咨询费收入 
金垦玻璃工业双

辽有限公司 
80.00 42.76 

小计 388.00 157.05 

合计 43,618.00 17,184.31 

注 1：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自 2018年 9月开始稳定生产，当月与本公司的交易金额约为

人民币 2,400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 

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于 2005年 12月，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台

港澳与境内合资）。注册资本为 680万美元，其中：本公司出资 333.20 万美元，占注册

资本的 49%；特耐王中国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346.80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51%。住所：

福建省福清市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铃木雄二。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高

档纸板、纸箱、包装装潢印刷品；加工、销售各种包装材料及辅料。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0,672.49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1,818.55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8,853.94 万元，

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3,107.41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676.82 万元。（以上

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18年 9月 30日，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0,159.25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2,056.36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8,102.89 万元，2018 年 1

－9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1,374.90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748.95 万元。（以上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本公司现持有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 49%的股权，本公司副董事长曹晖先生、

董事陈向明先生、总经理叶舒先生在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兼任董事职务，特耐王

包装(福州)有限公司是与本公司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2、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 

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于 2003年 8月，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台

港澳与境内合资）。注册资本为 3002.8万美元，其中：双辽市金源玻璃制造有限公司出

资 1,501.40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50%；吉林省华生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750.70万

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25%；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福耀（香港）有限公司出资 750.70 万

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25%。住所：双辽市辽西街；法定代表人：金锋。经营范围：浮法

玻璃生产及深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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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41,434.38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22,442.56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18,991.82万元，

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887.54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3,733.15 万元。（以上财

务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18年 9月 30日，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49,475.91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30,404.14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19,071.77万元，2018年 1

－9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2,679.87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79.95 万元。（以上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福耀（香港）有限公司现持有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 25%

的股权，本公司董事陈向明先生、副总经理何世猛先生在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兼

任董事职务，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是与本公司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发生

关联交易时，遵循公平、公开、公正、合理的原则协商交易价格，交易价格采取参考市

场价格或以成本加合理利润的方式定价，属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股东之整体利益，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公司不会因

此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公司预计在 2019 年度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0.2.5 条规定的标准，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在公司董事局审议通过后即为有效，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第 10.2.12条的规定。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和金垦玻璃工业双辽

有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充分发挥公司

与关联方的协同效应，有利于促进公司健康稳定的发展。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能够按照公平、公开、公正、合理的原则协商确定交易价格，交

易价格采取参考市场价格或以成本加合理利润的方式定价，属公平合理，且符合公司股

东之整体利益，公司预计的与上述关联方在 2019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上限是合理

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无关联关系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不会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

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同意函及独立意见。 

2、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七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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