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093          证券简称：金刚玻璃         公告编号：2022-037 

 

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本次关联交易均参照市场公允价格定价，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

益的情形，公司及子公司不会对关联方产生依赖，也不会影响公司及其子公司

的独立性。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刚玻璃”）于2022年

3月25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2022年拟与欧昊新能源

电力（甘肃）有限责任公司、江西昊方铝业有限公司、广东欧昊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产生关联交易，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为关联方与公司互相购销

商品，预计额度共计不超过49,320万元。上一年度公司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4,250万元，实际发生3,495.94万元人民币。 

关联董事李雪峰先生、孙爽女士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进

行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广东欧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欧昊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根据公司业务实际开展情况，本次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如

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生

额 

向关联方

销售 

欧昊集团及其

控制的其他企

业 

铝合金门窗

幕墙工程 
市场定价 300 0 1,038.71 

欧昊新能源电

力（甘肃）有

限责任公司 

电池组件 市场定价 48,020 注： 0 

向关联方

采购 

江西昊方铝业

有限公司 
铝型材采购 市场定价 1,000 1.76 2,457.23 

合计 —— —— —— 49,320 1.76 3,495.94 

注：2022年年初，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

公司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合同的议案》（公告

编号：2022-025）,与关联方欧昊新能源电力（甘肃）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销售合同金为9,850

万元。此次向关联方欧昊新能源电力（甘肃）有限责任公司预计的48,020万元额度不包含已

审议通过的日常关联交易合同9,850万元，除此之外，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关联方欧昊新能

源电力（甘肃）有限责任公司未签订其他日常关联交易合同。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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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关联方

销售 

佛山和邦

盛世家居

有限公司 

防火门

窗安装

工程 

0 500 0 100% 

2021 年 7 月 24 日登载于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增加 2021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2021-065） 



 

 

贵港汉邦

木业有限

公司 

铝合金

门窗工

程 

931.71 970 12% 4% 

2021 年 4 月 28 日、7 月

24 日、12 月 22 日分别登

载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子公司 2021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

告》（2021-042）、《关

于增加 2021 年度日常关

联 交 易 预 计 的 公告 》

（2021-065）、《关于增

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 预 计 的 公 告 》

（2021-090） 

湖北汉邦

木业有限

公司和贵

州省昊越

新型材料

科技有限

公司 

铝合金

门窗幕

墙工程 

107 180 1% 41% 

向关联方

采购 

江西昊方

铝业有限

公司 

铝型材

采购 
2,457.23 2,600 39% 5% 

合计 —— —— 3,495.94 4,250 —— 18% ——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的

说明 

2021 年度，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额与预计

金额存在差异，主要原因系因交易方工程现场工期延后，供货延

后供应，同时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对相关交易进行适当调整。

上述差异均属于正常经营行为，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不会产生

重大影响。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交易

定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

的说明 

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属于

正常的经营行为，对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及业绩未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交易

定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1、广东欧昊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栋梁 

注册资本：95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房屋租赁;企业财务咨询服务;投资咨询服务;网络信息技术推广

服务;软件技术推广服务;企业形象策划服务;策划创意服务;市场营销策划服务;

社会法律咨询；法律文书代理;室内装饰、装修;室内装饰设计服务;商品零售贸

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建材、装饰材料批发;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木质装饰



 

 

材料零售;商务咨询服务;金属装饰材料零售;贸易咨询服务;家具设计服务;金属

结构件设计服务;广告业;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企业管理咨询

服务;贸易代理;建筑材料设计、咨询服务;科技中介服务;科技信息咨询服务;互

联网商品销售（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互联网商品零售（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

食品经营管理;酒类批发;酒类零售。 

住所：广州市南沙区海滨路185号701房(仅限办公用途)  

欧昊集团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2021年6月30日，欧昊集团单体

资产总额43.97亿，负债总额为18.17亿元，净资产25.8亿元，主营业务收入418万

元，净利润109万元。 

2、江西昊方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昊方”） 

法定代表人：刘付章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铝合金模板及配件研发、生产、销售、租赁及安装服务；铝锭、

铝型材、铝棒、铝合金板材、铝门窗、玻璃制品、金属制品、五金制品及模具、

幕墙及建材装饰材料、建筑材料、金属材料（除稀、贵金属）生产、销售；（以

上经营范围国家有专项规定及危险化学品除外）进出口贸易（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者禁止的进出口商品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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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地址：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工业园区 

江西昊方2021年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2021年12月31日，资产总

额2.27亿元，负债总额1.40亿元，净资产0.87亿元，主营业务收入8,022万元，净

利润-1,750万元。 

3、欧昊新能源电力（甘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欧昊新能源”） 

法定代表人：解基源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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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电子专用设备制造；电机制造；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

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池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

件设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光伏设备

及元器件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电子专用设备

销售；电池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

蓄电池租赁；光伏发电设备租赁；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新兴能源技术研

发；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发电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子专用材料研发；机械设备研发；配电开关控

制设备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地址：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酒泉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园风光大厦三楼309

办公室 

欧昊新能源2021年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2021年12月31日，欧昊

新能源资产总额46,471万元，负债总额46,471万元，净资产为0，欧昊新能源成立

于2021年5月24日，其成立暂不足一个会计年度，暂无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二）关联关系说明 

欧昊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

7.2.3条第一项规定，欧昊集团为公司关联法人，因此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欧昊新能源电力（甘肃）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广东欧昊集团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7.2.3条第二项之

规定，欧昊新能源为公司关联法人，因此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江西昊方为公司控股股东广东欧昊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企业，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7.2.3条第二项之规定，江西昊方为公司关联法



 

 

人，因此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企业均为依法存续经营，财务状况和资信良好，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日常交易中均能履行合同约定，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履约和支付能力。 

其中，欧昊新能源成立于 2021 年 5 月 24 日，其成立暂不足一个会计年度，

暂无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其为欧昊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正积极布局投建异质结

光伏电站并力争成为国内先进的光伏生产和发电企业，为酒泉打造“世界光谷”

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与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述各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均参照市场公允价格定价，由双方协

商确定。本次定价参考市场价格，通过竞争性谈判的方式确定，交易公开、公平、

公正。本次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在上述预计关联交易额度内根据业务需要分别

签订合同，本授权有效期限自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二）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1、定价依据：双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参照市场价定价； 

2、交易价格：根据市场价格，双方协商确定； 

3、结算方式：双方按公司与其他独立第三方结算方式进行结算； 

4、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本次交易尚未签订产品销售合同，待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后根据实际销售需要签订。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是为保证公司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发挥与关联方的协同

效应，促进公司发展，是合理的、必要的。关联交易均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

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及

其子公司不会对关联方产生依赖，也不会影响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独立性。 

本次交易事项均为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可以不进行审计或者评

估。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出具的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签署了事前认可意见，认为：公司2022年度对日常经营相关的

关联交易进行合理预计，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需要，有利干发挥公

司与关联人的协同效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遵照客观公平、平等自愿、互

惠互利的市场原则，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

独立性。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公司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对公司日

常关联交易及业绩未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

况，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 2022 年度对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进行合理预计，是公司业务发展

及生产经营的正常需要，有利干发挥公司与关联人的协同效应，交易定价政策和

定价依据遵照客观公平、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市场原则，不会损害公司、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独立董事同意 2022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2、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为正常生产经营所

需，符合公司业务发展及实际经营的需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公

司将按照平等互利的市场原则，以公允的价格和公平的交易条件确定双方的权利



 

 

义务关系，交易的决策程序严格按照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我们同意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

项。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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