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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所持湖南药玻全部股权共同投资设立子公司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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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介绍：湖南旗滨医药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药玻”）

的全部股东，以所持其全部股权作价出资新设福建旗滨医药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福建药玻”），福建药玻注册资本 1 亿元，本次交易不涉及现金投资，

不涉及股权投资比例变化。本次交易后，湖南药玻原各股东成为福建药玻的股东，

湖南药玻成为新公司福建药玻的全资子公司。福建药玻作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将成为公司在医药玻璃材料产业布局、研发和对外投资（含公司对绍兴药玻项目

的投资）的战略平台。 

 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的实施尚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为进一步提升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医药玻璃材

料领域的竞争力，根据国家产业导向，结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和技术研发创新能

力，公司联合控股子公司湖南药玻的其他股东，以各自所持湖南药玻的全部股权

作价出资，在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共同投资设立子公司福建药玻。 

一、 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投资背景 

中性硼硅药用玻璃以其优异的化学稳定性和热稳定性在药品包装领域得到



大量的应用，特别适宜于盛装生物制品、血液制品、冻干制剂、疫苗等附加值较

高的药品和 PH 值较高的特殊药品。目前，中性硼硅药用玻璃已经得到国际医药

包装市场的广泛认可，国际上超过 70%的主流注射剂包材均为热稳定性、化学稳

定性较高的中硼硅玻璃（我国和印度等几个少数国家尚未完全采用）。目前我国

中硼硅玻璃主要依赖德国肖特、日本电气硝子和美国康宁等公司进口。2017 年，

国家药监局颁布的一致性评价政策明确要求仿制药使用的包装材料要与原研药

一致，水针剂的药物全部使用中性硼硅玻璃。自此，我国药品包装开启了中性

5.0 硼硅玻璃替代普通钠钙玻璃的用药安全之路，替代比例和用量逐年加大，中

国将成为药品玻璃包装瓶的主要消费国。2019 年 12 月，公司依托自身的技术研

发创新能力和先进的管理理念，采用先进的能耗控制技术理念，在湖南郴州建设

一条中性药用玻璃生产线，生产线已进入设备安装阶段，预计 2021 年 1 月底前

点火，争取明年下半年进入商业化运营。自今年以来相继有几家上市公司宣布陆

续进入中性硼硅玻璃药用玻璃领域。为抓住市场机遇，加快布局药用玻璃领域， 

2020 年 10 月，公司决定在浙江省绍兴市柯桥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材料产业园投资

建设两窑四线中性硼硅药用玻璃及制瓶项目。 

公司在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拥有国内最大规模、品种最丰富、规格最齐全的

浮法玻璃生产基地，拥有玻璃行业最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大型玻璃制造企业；并

拥有实力雄厚的研发中心、技术团队和国家级检测中心，已取得多项科研、检测

成果，并连续多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同时，公司在东山县还拥有与生产线

配套的 3 个海港码头，吞吐量达 40000 吨，并拥有完善的配套设施。 

（二）投资目的 

为把握中性硼硅药用玻璃发展的机遇，公司决定进一步拓展中硼硅药玻市场

布局，完善产品结构和产业链链延伸，借力企业在生产研发基地长期积累、耕耘

过程中形成了深厚行业技术、研发、人才、规模和资源的核心优势，强化公司在

医药玻璃材料领域的研发能力，加快解决在投研能力、项目储备、人才储备、投

后管理等方面的短板；同时，加快对集团内部产业资源整合，完善业务板块规划，

实现战略聚焦，提升价值创造能力，迅速实现规模发展。为此，公司联合控股子

公司湖南药玻的其他股东（公司事业合伙人等关键管理人员设立的跟投平台），



以各自所持湖南药玻的全部股权作价出资，在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共同投资设立

子公司福建药玻。福建药玻设立后，作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将成为公司在医药

玻璃材料产业布局、研发和对外投资（含公司对绍兴药玻项目的投资）的战略平

台。 

公司及湖南药玻其他股东本次通过换股方式设立控股子公司福建药玻，一是

为充分依托集团在漳州已建立的核心研发团队和研发试验平台，强化和提升公司

在医药玻璃材料领域的研发能力，努力搭建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开发平台，专注药

玻关键技术领域和前瞻技术攻关，并力争将研究成果尽快导入商业化应用，集中

优势力量开发适合市场广泛应用的新产品。通过研发资源和技术人才的借力，进

一步提升公司在医药玻璃材料的工艺技术水平和综合研发能力。该平台建立后，

公司在医药玻璃材料产业链的整体运营效率及核心竞争力将得到有效地提升，对

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二是加快整合公司内部资源，梳理药玻板块

构架，实现战略聚焦，推动药玻板块做强做优，快速奠定行业地位，持续提升公

司综合竞争力，助推集团高质量发展。 

（三）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及湖南药玻其他股东，经友好协商，为实现上述投资目的，同意以各自

在湖南药玻的出资，作价投资设立新公司福建药玻，湖南药玻原各股东成为福建

药玻的股东，湖南药玻成为新公司福建药玻的全资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交易各方当事人名称（或姓名） 

甲方：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天津旗滨聚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聚鑫”） 

丙方：天津旗滨泰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泰鑫”） 

丁方：天津旗滨恒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恒鑫”） 

戊方：天津旗滨东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东鑫”） 

己方：天津旗滨盛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盛鑫”） 

2、交易标的 

交易标的为上述交易各方各自在湖南药玻的股权（湖南药玻出资金额为

10,200 万元）；交易各方共同投资设立新公司福建药玻，福建药玻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3、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4、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天津聚鑫、天津泰鑫、

天津恒鑫、天津东鑫、天津盛鑫是本公司的关联人，本次共同投资交易构成上市

公司的关联交易。 

 

二、 湖南药玻及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湖南药玻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旗滨医药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湖南省资兴市唐洞街道资五产业园江高路 9号 

法定代表人：周军 

注册资本：10,2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9 年 12月 31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中性硼硅药用玻璃素管及玻璃素管制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药

用玻璃包装产品及其他玻璃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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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投资交易发生前，湖南药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67.8431%的股权。其他股东分别为：天津聚鑫持股比例为 20.4412%、天津泰鑫

持股比例为 8.4510%、天津恒鑫持股比例为 1.2941%、天津东鑫持股比例为

1.5784%、天津盛鑫持股比例为 0.3922%。 

截止 2020 年 10 月 31 日，湖南旗滨医药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账面资产总额

16,447.60 万元，负债总额 6,363.11 万元，所有者权益 10,084.49 万元。2020

年度 1—10月实现营业收入 34.57万元，利润总额-158.41万元，净利润-115.51

万元。（湖南药玻上述财务数据已经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并出具了《审计报告》（CAC证审字[2020]0490 号）） 

2、投资标的（新设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建旗滨医药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名称以工商核准

登记名称为准）；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具体住所以工商管理部门登记为准）； 

经营范围：中性硼硅药用玻璃素管及玻璃素管制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药

用玻璃包装产品及其他玻璃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硅产品零售；进出口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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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期限：30年或长期。 

股本结构及出资方式、持股比例：       

                                                           单位：元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 

（注册资本） 

出资比例 

%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持有的湖南旗滨医药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进行出

资 

67,843,137 67.8431 

天津旗滨聚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同上 20,441,177 20.4412 

天津旗滨泰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同上 8,450,980 8.4510 

天津旗滨恒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同上 1,294,118 1.2941 

天津旗滨东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同上 1,578,431 1.5784 

天津旗滨盛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同上 392,157 0.3922 

合计  100,000,000 100.0000 

上述各股东投资设立福建药玻的公司名称、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注册地、

经营期限、经营范围等基本信息，以当地工商管理部门最终核定结果为准。 

 

三、 关联方及关联关系情况介绍 

(一) 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 

1、 天津旗滨聚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天津市武清区京津科技谷产业园祥园道160号121室-1 

普通合伙人：深圳市旗滨裕鑫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172万元 

成立日期：2019年12月17日 



营业期限：2019年12月17日至2069年12月16日 

经营范围：玻璃制品、新材料的技术开发、咨询，企业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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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聚鑫为有限合伙企业，是公司事业合伙人及其他关键管理人员为跟投公

司新兴业务而设立的5个跟投平台之一。天津聚鑫由公司董事高管团队控制的深

圳市旗滨裕鑫投资有限公司担任普通合伙人。 

2、 天津旗滨泰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天津市武清区京津科技谷产业园祥园道160号121室-3 

普通合伙人：深圳市旗滨裕鑫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726万元 

成立日期：2019年12月17日 

营业期限：2019年12月17日至2069年12月16日 

经营范围：玻璃制品、新材料的技术开发、咨询，企业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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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泰鑫为有限合伙企业，是公司事业合伙人及其他关键管理人员为跟投公

司新兴业务而设立的 5个跟投平台之一。天津泰鑫由公司董事高管团队控制的深

圳市旗滨裕鑫投资有限公司担任普通合伙人。 

3、 天津旗滨恒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天津市武清区京津科技谷产业园祥园道160号122室-14 

普通合伙人：深圳市旗滨裕鑫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41万元 

成立日期：2019年12月17日 

营业期限：2019年12月17日至2069年12月16日 

经营范围：玻璃制品、新材料的技术开发、咨询，企业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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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恒鑫为有限合伙企业，是公司事业合伙人及其他关键管理人员为跟投公

司新兴业务而设立的5个跟投平台之一。天津恒鑫由公司董事高管团队控制的深

圳市旗滨裕鑫投资有限公司担任普通合伙人。 



4、 天津旗滨东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天津市武清区京津科技谷产业园祥园道160号122室-10 

普通合伙人：深圳市旗滨裕鑫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31万元 

成立日期：2019年12月17日 

营业期限：2019年12月17日至2069年12月16日 

经营范围：玻璃制品、新材料的技术开发、咨询，企业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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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东鑫为有限合伙企业，是公司事业合伙人及其他关键管理人员为跟投公

司新兴业务而设立的5个跟投平台之一。天津东鑫由公司董事高管团队控制的深

圳市旗滨裕鑫投资有限公司担任普通合伙人。 

5、 天津旗滨盛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天津市武清区京津科技谷产业园祥园道164号109室 

普通合伙人：深圳市旗滨裕鑫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81万元 

成立日期：2019年12月27日 

营业期限：2019年12月27日至2049年12月26日 

经营范围：玻璃制品、新材料的技术开发、咨询，企业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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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盛鑫为有限合伙企业，是公司事业合伙人及其他关键管理人员为跟投公

司新兴业务而设立的5个跟投平台之一。天津盛鑫由公司董事高管团队控制的深

圳市旗滨裕鑫投资有限公司担任普通合伙人。 

(二) 关联关系介绍 

天津聚鑫、天津泰鑫、天津恒鑫、天津东鑫、天津盛鑫为有限合伙企业，是

公司事业合伙人及其他关键管理人员为跟投公司新兴业务而设立的5个跟投平台。

上述跟投平台均由公司董事高管团队控制的深圳市旗滨裕鑫投资有限公司担任

普通合伙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 （三）规定，由

第10.1.5条所列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董监高人员）间接控制的天津聚鑫、天



津泰鑫、天津恒鑫、天津东鑫、天津盛鑫是本公司的关联人，本次共同投资交易

构成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四、 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1、关联交易类别：公司与关联人共同投资。 

2、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公司及湖南药玻其他股东，以各自在湖南药玻的出

资，共同投资设立新公司福建药玻，福建药玻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上述交易

完成之后，湖南药玻原各股东成为福建药玻的股东，湖南药玻成为新公司福建药

玻的全资子公司。交易前后股权架构变化如下： 

交易前的股权架构： 

 

交易后的股权架构： 

 

3、出资股权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同致信德（北京）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湖南药玻净资产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为2020年10月31日。

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同致信德评报字（2020）第100035号），本次评



估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项目目前尚未建成）。经评估，湖南旗滨医药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2020年10月31日的资产账面值为16,447.60万元，评估值

为16,553.36万元，增值105.76万元，增值率为0.64%；负债账面值为6,363.11

万元，评估值为6,363.11万元，无增减值；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10,084.49万

元 ， 评 估 值 为 10,190.25 万 元 ， 增 值 105.76 万 元 ， 增 值 率 为 1.05% 。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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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总计 16,447.60 16,553.36 105.76 0.64 

负债合计 6,363.11 6,363.11 0.00 0.00 

净资产 10,084.49 10,190.25 105.76 1.05 

4、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依据评估机构对湖南药玻的净资产评估值（10,190.25万元）及各

股东对湖南药玻持股比例，确定福建药玻的出资比例及各股东出资金额（福建药

玻注册资本10,000万元），本次换股不涉及现金投资，不涉及新增股东，不涉及

股东持股比例变化，各股东换股比例为1.02:1。福建药玻设立时，湖南药玻各股

东的具体出资方式系股权出资，湖南药玻的各股东均以其持有湖南药玻的全部股

权，作价10190.25万元，作为对福建药玻的出资，股权评估值（作价值）超过股

东认缴出资额的部分（合计190.25万元），计入福建药玻的资本公积金。 

本次交易定价以评估值作为定价基础，定价公允。本次交易各方同股同价计

算换股，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5、拟成立福建药玻的股东各方出资作价及持股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股东名称 

交易前 

股权评估

作价金额 

交易后 

湖南药玻

出资金额 

持股比

例% 

福建

药玻

出资

金额 

持股

比例 

湖南

药玻

出资

金额 

持股

比例 

福建药玻

注册资本

出资 

持股比

例% 

作价差额

列福建药

玻资本公

积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9200000 67.8431 - - 69133853 - - 67843137 67.8431 1290716 

天津旗滨聚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 20850000 20.4412 - - 20830070 - - 20441177 20.4412 388893 

天津旗滨泰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 8620000 8.4510 - - 8611760 - - 8450980 8.4510 160780 

天津旗滨恒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 1320000 1.2941 - - 1318738 - - 1294118 1.2941 24620 

天津旗滨东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 1610000 1.5784 - - 1608461 - - 1578431 1.5784 30030 

天津旗滨盛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 400000 0.3922 - - 399618 - - 392157 0.3922 7461 

合计 102000000 100.0000 - - 101902500 - - 100000000 100.0000 1902500 



6、关联交易金额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二十一条“上市公司

与关联人共同出资设立公司，应当以上市公司的出资额作为交易金额”，故本次

关联交易金额为69,133,853元。 

7、本次交易不存在人员安置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会因此产生新的关联交

易；本次交易不存在支付款项、出售所得和收购资金的情况。 

 

五、 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是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新设公司将充分借力公司在

漳州已建立的研发试验平台，强化公司在医药玻璃材料领域的研发能力，集中优

势力量开发适合市场广泛应用的新产品。通过整合研发资源和技术人才，搭建上

下游产业链协同开发平台，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医药玻璃材料的研发能力、工艺技

术水平。该平台建立后，公司在医药玻璃材料产业链的整体运营效率及核心竞争

力将得到有效地提升，预计会对公司未来业务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本次投资暂不涉及现金投资，不会影响公司现金流的正常运转，不会对公司

构成财务压力，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六、 关联交易协议及签订情况 

本次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各方尚未签署《投资协议》。公司将在履行审批程

序后与交易对方及时签署正式协议。 

 

七、 交易需要履行的程序 

（一）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如下事前审核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本项议案的独立意见：公司本次交易符合

公司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业务板块战略布局。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平、公正、公

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此次关联交易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将此议案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进行

审议，并按规定进行披露。 



（二） 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年11月25日，公司于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所持湖南药玻全部股权共同投资设立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其中，关联董事姚培武先生、张柏忠先生、

张国明先生、凌根略先生已回避表决。董事会同意湖南药玻的全部股东，以所持

其全部股权作价出资新设福建药玻。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

大会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姚培武先生、张柏忠先生、张国明先生、凌根略先

生须回避表决。 

（三）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本事项，独立董事认为：根据公司中长期战略发展规划，

中性硼硅药用玻璃是公司进入高端玻璃领域发展的主导产业，本次交易有利于公

司进一步优化板块资源配置，促进药玻业务研发力量的加强和内部资源整合，有

利于药玻业务进一步做优做强，推动公司转型升级发展；本次交易公平、公正、

公开，交易各方同股同价换股，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执

行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根本利益；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议

案时，履行了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关

联交易议案尚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表决该议案时,关联股东应予

以回避； 

（四） 监事会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同意本事项，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关联交易是为满足加强

药玻业务研发、建设、运营等正常业务的需要，有利于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及持

续盈利能力；本次交易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本次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决

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权益的情形。 

（五）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此事项发表意见： 

公司审计委员会对该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书面意见，认为：本次交易有利于

公司药玻业务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更好地借力集团研发和技术支持，提升发展

竞争力及加快营建进度，推动公司转型升级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本次交易公平、

公正、公开，交易各方同股同价换股，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没有发现有损



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此项关联交易须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八、 备查附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湖南药玻营业执照； 

4.五家合伙企业营业执照； 

5.湖南药玻审计报告； 

6.湖南药玻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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