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080       证券简称：中材科技       公告编号：2021—013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泰山玻纤收购中材金晶 100%股权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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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2月27日披露了《中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泰山玻纤收购中材金晶100%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

号：2021-008）。根据相关规则，现将有关内容进行补充。 

补充后的公告全文如下：（补充内容为斜体加粗部分）：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泰山玻璃纤维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泰山玻纤”）拟以现金 168,909,486.55 元合计收购中材金晶玻纤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材金晶”或“目标公司”）100%股权，其中以 84,471,634.22

元收购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材股份”）持有中材金晶的 50.01%

股权；以 81,161,008.29 元收购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晶科技”）

持中材金晶的 48.05%股权；以 3,276,844.04 元收购淄博高新城市投资运营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淄博高投”）持有中材金晶的 1.94%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

中材金晶将成为泰山玻纤之全资子公司。 

本次收购交易对方建材股份为公司之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最近 12 个月

内，公司与建材股份未发生资产交易类别的关联交易。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

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泰山玻璃纤维收购中材金晶 100%股权项目的议案》，关联

董事李新华、薛忠民回避表决。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本次事项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交易对方及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注册资本：843,477.0662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0003495Y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7 号国海广场 2 号楼（B 座） 

法定代表人：曹江林 

经营范围：对外派遣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

员；新型建筑材料及制品、新型房屋、水泥及制品、玻璃纤维及制品、复合材料

及制品的技术研发、生产和销售；建筑材料的仓储、配送和分销；水泥、玻璃生

产线的技术研发、工程设计与工程总承包；新型建筑材料的工程设计与工程总承

包；与以上业务相关的技术咨询、信息服务；承包境外建材、建筑和轻纺行业的

工程勘测、咨询、设计和监理及工程；进出口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合计持有建材股份 41.55%股

权。 

建材股份系公司之控股股东，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建材股份总资产

44,592,165.34 万元，净资产 15,116,612.96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5,748,151.72 万元，净利润 1,845,759.20 万元。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建材股

份总资产 46,404,141.77 万元，净资产 16,660,416.09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

业收入 18,177,333.53 万元，净利润 1,884,882.26 万元。 

（二）其他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金晶科技 

企业名称：山东金晶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142,877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2651272421 

注册地址：淄博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宝石镇王庄 



法定代表人：王刚 

主要业务：浮法玻璃、在线镀膜玻璃和超白玻璃、钢化玻璃、中空玻璃、夹

层玻璃、玻璃制镜的生产、销售；资格证书批准范围内的自营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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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2020 年三季度末，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山东金晶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457,635,278 32.03% 

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8,252,100 2.68% 

3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8,851,200 0.62% 

4 李宝瑜 5,814,300 0.41% 

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证全指建筑材

料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522,900 0.39% 

6 潘庆玲 5,353,100 0.37% 

7 肖四清 5,305,300 0.37% 

8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0 0.35% 

9 王代兵 3,766,501 0.26% 

10 王刚 3,249,100 0.23% 

金晶科技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淄博高投 

企业名称：淄博高新城市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326512288XH 

注册地址：山东省淄博高新区鲁泰大道 51 号高分子材料产业创新园 A 座

2303 室 

法定代表人：孟华 

主要业务：政府授权的国有资产管理经营、对外投资及管理、土地整理开发；

城市基础设施、社会事业民生工程、科技产业园区建设管理；科研及综合技术服

务、企业咨询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经营（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

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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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淄博高新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0% 

淄博高投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收购标的基本情况 

（一）收购标的 

本次收购的标的为中材金晶100%股权。 

（二）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材金晶玻纤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淄博高新区裕民路 122 号 

注册资本：20,395.68 万元 

法定代表人：宋伟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4 年 1 月 17 日 

经营范围：其它非金属及非金属复合压力管道元件（仅限纤维缠绕增强热固

性树脂压力管、管件）（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玻璃钢罐体、钢罐体、玻璃

纤维增强塑料制品研制、生产、销售、安装；玻璃纤维及制品、玻璃钢、复合材

料、原辅材料、树脂、玻璃球、化工原料、化工产品（以上两项不含危险化学品）、

机电设备、玻璃纤维成型设备、玻璃钢成型设备、五金交电、建筑材料、防腐保

温工程研制、生产、销售、安装，信息网络技术开发，玻璃纤维技术咨询、服务、

开发、转让、分析测试，货物、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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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公司情况：淄博中材金晶玻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淄博金晶”） 

股权结构：建材股份持股 50.01%，金晶科技持股 48.05%，淄博高投持股

1.94%。 

（三）历史沿革 

中材金晶于 2004 年 1 月由建材股份（原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以货币资

金 10,200 万元、金晶科技以货币资金 9,800 万元出资设立。2010 年 5 月，淄博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对中材金晶增资 395.68 万元，增资

完成后中材金晶形成目前的股权结构。2019 年 12 月，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更名为淄博高投。 

（四）主要业务 

中材金晶母公司主要资产为土地（308.92 亩）及房产，从事的湿法毡及管道



业务已停产，目前已开展对相关资产及业务的处置工作。 

中材金晶之全资子公司淄博金晶主要从事玻璃纤维的制造及销售。玻璃纤维

广泛应用于交通运输、电子电器、风力发电、建筑、管道、航空航天等国民经

济各个领域，玻璃纤维业务是目前公司支柱产业之一。 

淄博金晶拥有年产 10 万吨玻璃纤维生产能力（该生产线于 2018 年 5 月点

火），于 2019年起扭亏为盈；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45,519.53万元，净利润 3,694.26

万元，盈利情况良好。 

（五）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资产总额  100,600.93  96,356.95 

负债总额  106,167.12  104,403.72 

应收账款总额 8,892.66 9,738.90 

净资产  -5,566.19 -8,046.77 

营业收入  45,114.91 47,311.06 

营业利润       -5,104.11   -2,669.26 

净利润  -4,728.23  -2,480.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41.16 3,388.69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中材金晶（合并）2020年度亏损2,480.58万元，其中全资子公司淄博金晶玻

璃纤维业务实现营业收入45,519.53万元，净利润3,694.26万元；亏损主要来自中

材金晶母公司闲置资产及停止的业务及合并层面较高的财务费用（3,542.51万

元），后续将推进母公司相关资产的处置工作。 

目前泰山玻纤玻璃纤维产能约100万吨，并规划继续提升产能。淄博金晶玻

璃纤维生产线投产运行2年多，工况良好，年产能已达10万吨，综合情况与泰山

玻纤新建生产线处同等水平。本次收购将使泰山玻纤产能迅速提升至110万吨，

同时，优化产能布局，有利于紧抓玻璃纤维行业景气度上行期，快速实现盈利。 

截至2021年1月31日，中材金晶尚有对建材股份的借款78,595万元及应付利

息6,175.51万元。其中，69,395万元借款期限为2021年12月31日，9,200万元借款

期限为2026年5月27日。收购完成后，泰山玻纤将督促中材金晶按时归还上述借

款及利息。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不存在对

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 

（六）其他事项 



本次交易标的不存在任何质押担保或任何股东权利受到任何第三人限制的

情形。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查封、冻结等司法措

施。目标公司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其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

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不存在与其股东的经营性往

来情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本次收购的主要内容 

（一）审计、评估情况 

1、审计结果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材金晶（合

并）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96,356.95万元，净资产为-8,046.77万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47,311.06万元，净利润为-2,480.58万元。 

2、评估结果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其中，对目标公司子

公司淄博金晶采取收益法评估价值（淄博金晶玻璃纤维业务未来盈利情况良好），

并将该价值总计22,976.25万元，体现在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项下。经中京民信（北

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截止2020年12月31日，中材金晶母公司净资产账面

价值为-55,328,963.25元，评估价值为168,909,486.55元，评估增值224,238,449.80

元，增值率405.28 %。详细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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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359.20   57,185.02   825.82   1.47  

2 非流动资产  20,518.98   42,117.00   21,598.02   105.26  

3       长期股权投资  7,369.57   22,976.25   15,606.68   211.77  

4       固定资产  10,400.81   12,195.35   1,794.54   17.25  

5       无形资产  2,637.03   6,833.83   4,196.80   159.15  

6       其他非流动资产 111.57 111.57 - - 

7 资产总计  76,878.18   99,302.02   22,423.84   29.17  

8 流动负债 82,411.08 82,411.08 - - 

9 非流动负债 - - -  

10 负债合计 82,411.08 82,411.08 - - 

11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5,532.90   16,890.94   22,423.84   405.28  

评估结果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增值主要为长期股权投资及无形资产的增

值。其中，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增值 15,606.68 万元，增值率 211.77%，增值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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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其全资子公司淄博金晶玻璃纤维业务未来发展良好，盈利能力较高；无形

资产评估增值 4,196.80 万元，增值率 159.15%，增值原因主要是土地市场价格上

涨。 

本次交易评估值及交易价格（16,890.94 万元）较账面值（-5,532.90 万元）

增值率超过 100%，但交易价格未达到股东大会审批标准；本次交易完成后，将

间接形成建材股份对公司的关联借款 78,595 万元，该金额达到股东大会审批标

准；综上，本次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同时根据相关规则，交易对方未对

目标公司未来盈利情况进行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泰山玻纤将加快对目标公司的整合，在业务、人员、财

务管理等各方面进行全面梳理及规范，加快处置中材金晶母公司相关业务及资

产的同时，整合淄博金晶玻璃纤维业务，充分发挥协同效应，持续提升中材金

晶的综合实力，增强其盈利能力，实现预期效益，更好地维护公司股东及投资

者的利益。 

（二）定价依据 

本次收购股权交易价格以上述评估报告为依据，过渡期间目标公司的损益由

中材金晶原股东按其持股比例承担或享有。 

（三）本次收购主要内容 

泰山玻纤拟以现金 168,909,486.55 元合计收购中材金晶 100%股权，其中以

84,471,634.22 元收购建材股份持有中材金晶的 50.01%股权；以 81,161,008.29 元

收购金晶科技持中材金晶有的 48.05%股权；以 3,276,844.04 元协议收购淄博高投

持有中材金晶的 1.94%股权。过渡期间目标公司的损益由中材金晶原股东按其持

股比例承担或享有。本次收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本次收购完成后，

中材金晶将成为泰山玻纤之全资子公司。 

2020 年，泰山玻纤与中材金晶发生各类日常关联交易超过 30,000 万元。本

次收购将有利于减少关联交易。 

（四）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收购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公司及泰山玻纤拟与建材股份签署



《中材金晶玻纤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泰山玻纤拟与金晶科技及淄博高投签

署《中材金晶玻纤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及泰山玻纤拟与建材股份签署的《中材金晶玻纤有限公司股权

转让协议》 

甲方：泰山玻纤 

乙方：建材股份 

丙方：中材科技 

1、股权转让标的及定价依据 

1）本次股权转让标的为乙方持有的目标公司50.01%的股权； 

2）甲乙双方同意聘请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20年12月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目标公司进行评估，并出具《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

权涉及的中材金晶玻纤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京信评报字

（2021）第034号），本次股权转让作价以该评估报告为依据。 

3）过渡期间目标公司的损益由乙方承担或享有。 

2、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条件及方式 

1）甲乙双方同意，本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款按以下方式和顺序分期支付： 

第一期：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一期股权转

让价款84,471,634.22元。 

第二期：在交割审核报告日后的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二期股权

转让价款，价款金额为乙方享有的过渡期期间损益-分红（如有）。 

2）各方同意，本协议生效后10个工作日内，关于目标股权过户至甲方的工

商变更备案，乙方应当提供工商备案所需乙方出具的文件，配合甲方及目标公司

完成工商备案。 

3、生效条件 

各方同意，本协议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且各方同意尽最大努力

尽快满足这些条件以使本协议尽快生效： 

1）本协议已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 

2）本次股权转让事宜获各方有权机构批准。 

4、其他 



甲方将督促协助目标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向乙方偿还借款本金

69,395 万元及借款对应利息，于 2026 年 5 月 27 日前向乙方偿还借款本金 9,200

万元及借款对应利息，上述借款利息年化利率不高于 4.35%。如在约定日期内目

标公司未能偿还借款本金及全部利息，丙方应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向乙方偿

还借款本金 69,395 万元及借款对应利息至乙方账户，于 2026 年 5 月 27 日前向

乙方偿还借款本金 9,200 万元及借款对应利息至乙方账户。 

（二）泰山玻纤拟与金晶科技、淄博高投签署的《中材金晶玻纤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协议》 

甲方：泰山玻纤 

乙方1：金晶科技 

乙方2：淄博高投 

1、股权转让标的及定价依据 

1）本次股权转让标的为乙方持有的目标公司49.99%的股权； 

2）三方同意聘请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20年12月31日为

评估基准日对目标公司进行评估，并出具《泰山玻璃纤维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

及的中材金晶玻纤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京信评报字

（2021）第033号），本次股权转让作价以该评估报告为依据； 

3）过渡期间目标公司的损益由乙方承担或享有。 

2、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条件及方式 

1）甲乙双方同意，本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款按以下方式和顺序分期支付： 

第一期：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1支付第一期股权

转让价款81,161,008.29元，向乙方2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3,276,844.04元； 

第二期：在交割审核报告日后的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二期股权

转让价款，价款金额为乙方享有的过渡期期间损益-分红（如有）。 

2）各方同意，本协议生效后10个工作日内，关于目标股权过户至甲方的工

商变更备案，乙方应当提供工商备案所需乙方出具的文件，配合甲方及目标公司

完成工商备案。 

3、生效条件 

三方同意，本协议待如下先决条件均完全满足后生效，且三方同意尽最大努



力尽快满足这些条件以使本协议尽快生效： 

1）本协议已经三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公司印章； 

2）本次股权转让事宜获各方有权机构批准。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收购中材金晶可实现泰山玻纤产能快速提升至 110 万吨。相比新建产线，收

购高标准的在产产能，在同等投资额的情况下有利于抢抓 2021 年玻璃纤维高价

位市场周期，快速实现盈利，实现资金提早回笼，投资效益效率高。同时，收购

中材金晶将使泰山玻纤产能布局范围进一步扩大，生产线覆盖范围充分辐射胶东

半岛及华北区域，使产能布局、销售物流布局进一步趋于合理。 

本项目实施后，中材金晶将重新明确发展定位，盘活资产，进一步扩大玻璃

纤维产能，增强规模效益，提高盈利能力，成为泰山玻纤重要产业基地之一，实

现股东权益保值增值。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及关联交易的公

允性原则，体现了诚信、公平、公正的原则。公司的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交易

公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有任何影响。同意董事会关于泰山玻纤收购中材金晶100%股

权的事项。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四日 


	单位：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