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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销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长单销售合同，合同销售量合计 8,500万平米，双方按 

月议价；预估合同总金额约 21 亿元人民币（含税）（注：该合同总金额是按照

2020年 1-11月份各规格玻璃市场均价进行预估测算），占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卖方”）2019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约 177.31%，本

测算不构成价格或业绩承诺, 最终销售金额以实际交付数量及订单价格为准。 

●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自 2020年 11月 1日起至 2022年 12 月 31日。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合同的签订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

极影响，该业务合作不会对公司目前经营业务产生重大影响。 

●风险提示：  

1、合同条款中对产品的销售定价机制、销量等作出了明确约定，而公司近

年来由于光伏玻璃原片采购短缺导致产能利用率不足，为保证公司长期稳定的原 

片供应来源，公司控股股东已在安徽凤阳着手投资建设原片生产基地，其中第一

座 650 吨/日熔量窑炉已于今年 4 月开始正常为公司供应原片玻璃，二期两座窑

炉也在紧锣密鼓建设中，预计将于明年年中投产，因此合同双方因标的价格波动

或产品供需波动导致的履约风险较小。 

2、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行业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交易双方经营策

略调整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部履

行。  

一、合同签署概况 

2020 年 11 月 15 日，公司与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天合光能（常州）科

技有限公司、盐城天合国能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常州天合亚邦光能有限公司、合

肥天合光能科技有限公司、常州天合合众光电有限公司、天合光能（宿迁）科技

有限公司、天合光能（义乌）科技有限公司、天合光能（常州）光电设备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买方”）于常州签署了关于光伏镀膜玻璃的销售合同。公司按照

2020年 1-11月份各规格玻璃市场均价进行预估测算，预估本次合同总金额约 21

亿元（含税），占公司 2019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约 177.31%。 

本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合同，无需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时，

本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7年 12 月 26日 

注册资本：4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高纪凡 

注册地址：常州市新北区天合光伏产业园天合路 2号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电站设备制造、太阳能光伏电站设备及系统装置安装；

多晶铸锭、单晶硅棒、硅片、太阳能电池片、光伏组件的制造；太阳能、光能技

术开发；销售自产产品；从事多晶硅、机械设备、太阳能光伏电站设备及系统集

成装置、储能及光伏应用系统的进出口和批发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

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从事太阳能电站的

建设和经营（取得相关资质后方可开展经营）；从事上述业务的相关咨询服务；

太阳能发电；储能及光伏应用系统的技术研发、工程设计及技术服务；光伏产品

的检测服务（凭实验室认可证书所列检测服务项目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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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情况：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3,649,123.47万元，

净资产为 1,269,842.30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2,332,169.59 万元，净利

润 70,224.53万元。 

（2）天合光能（常州）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 6 月 23日 

注册资本：118,956.809993万元 

法定代表人：高纪凡 

注册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天合光伏产业园天合路 2号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能技术开发；太阳能光伏电站设备的制造、安装；多



晶铸锭、单晶硅棒、硅片、太阳能电池片、光伏组件的制造；仓储服务（除危险

品）；自有厂房租赁；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互联网信息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除投资咨询）；软件产品的销售及技术服

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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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情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537,799.45万元，净

资产为 137,754.65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489,442.24 万元，净利润 

1,018.45万元。 

（3）盐城天合国能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 11 月 8日 

注册资本：41,292.862347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守忠 

注册地址：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五台山路 101 号 

经营范围：太阳能技术研发；太阳能光伏电站设备的制造、安装；太阳能组

件及元器件的制造、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

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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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情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253,635.37万元，净

资产为 63,415.17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336,003.20 万元，净利润 

4,608.32万元。 

（4）常州天合亚邦光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 3 月 24日 

注册资本：9,246.341076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守忠 

注册地址：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龙域西路 6号 

经营范围：太阳能发电系统及应用产品、太阳能发电设备及其配件的研发；

高效太阳能组件的研发、制造、安装；从事上述产品的国内采购、批发、佣金代

理（拍卖除外）及进出口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

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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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情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44,775.50 万元，净

资产为 12,461.93万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 70,367.78万元，净利润 448.23

万元。 

（5）合肥天合光能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 11 月 18日 

注册资本：3,889.68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守忠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奎河路与涂山路交口彩虹（合肥）光伏有限

公司内 

经营范围：太阳能技术开发；太阳能光伏电站设备的制造、安装；太阳能组

件的制造；销售自产产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

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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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情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58,322.04 万元，净

资产为 6,550.89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24,433.95 万元，净利润 974.55

万元。 

（6）常州天合合众光电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 8 月 13日 

注册资本：1,350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守忠 

注册地址：常州市新北区科技大道 66号 

经营范围：太阳能组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光伏产品的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销售；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设备的安装，调试；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仓储服务

（除危险品）；搬运装卸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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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情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39,331.76 万元，净

资产为 1,367.66万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 141,990.04万元，净利润 1,192.19

万元。 

（7）天合光能（宿迁）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 6 月 13日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守忠   

注册地址：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合路 3号 

经营范围：太阳能组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光伏衍生品的研发、制造、销

售；光伏产品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设备的安装、

调试；太阳能光伏电站的建设、调试、维护；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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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情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129,453.05万元，净

资产为 13,764.66万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 146,908.47万元，净利润 1,938.70

万元。 

（8）天合光能（义乌）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 5 月 9日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守忠     

注册地址：浙江省义乌市苏溪镇龙祈路 801号(自主申报) 

经营范围：太阳能组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光伏衍生品的研发、制造、销

售；光伏产品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设备的安装、

调试；太阳能光伏电站的建设调试、维护；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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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情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7,111.33万元，净资

产为 3,998.39万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 38.90万元，净利润-1.61万元。 

（9）天合光能（常州）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 10 月 26日 

注册资本：6,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晔   

注册地址：常州市新北区新竹路 2号常州综合保税区 A10办公楼 

经营范围：光电设备、电子元器件、电子设备的销售，电子商务（不得从事

增值电信、金融业务），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转口贸易，从事货物与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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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情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29,767.10 万元，净

资产为 1,358.21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27,591.37 万元，净利润-386.39

万元。 

2、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上述交易方与公司、公司第一大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交易方与公司发生类似业务的交易金额及占公司同类

业务的比重为 7.9%。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销售规格和数量 

合同约定销售总量为 8,500 万平米，且以超薄双玻、210mm 硅片大尺寸光

伏镀膜玻璃销售为主。 

（二）价格条款  

买卖双方本着友好共赢的原则按月协商玻璃的销售价格。 

（三）结算方式 

买方代表根据合同约定向卖方支付一定额度的预付款，该预付款可用于抵

扣卖方向买方供货的合同价款；买方根据采购进度按照双方约定的时间和条件向

卖方支付具体采购订单对应的合同价款余额。 

（四）履行期限 

有效期自 2020年 11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 

（五）合同生效条件和时间  

合同经双方授权代表签署并盖章后生效。 

（六）其他 

1、本协议生效后，因卖方供应能力不足导致未能按照合同内容交付双方约

定的月供货量，则卖方需要支付给买方违约金；因买方原因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完

成合同约定的采购数量，则买方需要支付给卖方违约金。 

2、因履行合同产生的争议，双方首先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则应

将争议提交合同签订地新北区有管辖权的法院诉讼解决，因此而产生的诉讼费、

差旅费、合理的律师费等均由败诉方承担。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随着安徽凤阳原片生产基地三座窑炉的建成投产以及公司光伏镀膜玻璃产

品深加工线的扩产，未来将进一步提升公司≤2.0mm超薄物理钢化玻璃产能规模

优势。本次长单销售合同的签订，有利于公司≤2.0mm超薄物理钢化玻璃产品的

市场推广，提升公司超薄物理钢化玻璃产品的品牌影响力及核心竞争力，同时将

会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本次合同的

履行而对合同签约方形成依赖，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 

五、风险提示 

1、合同条款中对产品的销售定价机制、销量等作出了明确约定，而公司近

年来由于光伏玻璃原片采购短缺导致产能利用率不足，为保证公司长期稳定的原 

片供应来源，公司控股股东已在安徽凤阳着手投资建设原片生产基地，其中第一

座 650 吨/日熔量窑炉已于今年 4 月开始正常为公司供应原片玻璃，二期两座窑

炉也在紧锣密鼓建设中，预计将于明年年中投产，因此合同双方因标的价格波动

或产品供需波动导致的履约风险较小。 

2、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行业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交易双方经营策

略调整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部履

行。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及时以临时报告形式披露合同的

进展情况，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特此公告。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