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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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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0年 11月 20

日以邮件、电话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通知，本次会议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三）上午 9:00 点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公司共有董事 9 名,本次会议实际参加表

决的董事 9 名。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姚培武先生召集和主持。公司全体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认真讨论和审议了本次会议议程事项，并对有关议案进行了书面记名投

票表决。经全体董事审议和表决,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设立孙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郴州旗滨光伏光电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郴州旗滨”）

在浙江省绍兴市投资设立全资孙公司绍兴旗滨光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绍兴光伏”），负责绍兴光伏项目建设及运营的实施。拟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如下： 

公司名称：绍兴旗滨光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管理部门最

终核准的为准）；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绍兴市（具体住所以工商管理部门登记为准）； 

注册资本：48,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和销售无机非金属材料及制品（特种玻璃、低铁节能



环保玻璃、低辐射镀膜玻璃、热反射镀膜玻璃、光伏玻璃、导电膜玻璃及其深加

工产品）、平板玻璃深加工设备、Low-E镀膜节能环保材料、优质节能环保材料

基板、优质本体着色节能环保材料基板、屏蔽电磁波及微电子用材料基板，并提

供相关技术咨询与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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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郴州旗滨认缴绍兴旗滨光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100%； 

郴州旗滨上述对外投资设立绍兴光伏的公司名称、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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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设立孙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新旗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新旗滨”）

在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投资设立全资孙公司漳州旗滨光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漳州光伏”）。拟设立公司的主要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漳州旗滨光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管理部门最

终核准的为准）；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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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生产和销售无机非金属材料及制品（特种玻璃、低铁节能

环保玻璃、低辐射镀膜玻璃、热反射镀膜玻璃、光伏玻璃、导电膜玻璃及其深加

工产品）、平板玻璃深加工设备、Low-E镀膜节能环保材料、优质节能环保材料

基板、优质本体着色节能环保材料基板、屏蔽电磁波及微电子用材料基板，并提

供相关技术咨询与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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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500 万元（现金出资）。 

股权结构：深圳新旗滨认缴东山旗滨光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注册资

本，持股比例 100%； 

深圳新旗滨上述对外投资设立漳州光伏的公司名称、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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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漳州光伏设立后，公司同意漳州光伏通过有效整合漳州生产基地部分生产线、

人员、技术、管理资源，通过技术改造和攻关，调整产品结构，加快拓展光伏玻

璃业务布局，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运营效率及核心竞争力。 

 

(三) 审议并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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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董事姚培武先生、

张柏忠先生、张国明先生、凌根略先生已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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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情况如下： 

（一）投资标的（拟设立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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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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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交易聘请具有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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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20年10月31日为基准日。根据评估

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同致信德评报字（2020）第100035号），采用资产基础法

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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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90.2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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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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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届时相关关联股东应

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四)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醴陵市金盛硅业有限公司少数

股东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同意公司出资 1,319.75 万元收购醴陵市金盛硅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盛硅业”）自然人股东吴波持有的金盛硅业 20%的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

金盛硅业的股权由 80%增加至 100%。同意公司与自然人股东吴波签署《股权转让

协议》。 

 

(五)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同意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五）下午 14:00 在公司会议室（深圳



市南山区桃源街道龙珠四路 2 号方大城 T1 栋 36 楼）召开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并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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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