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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9/900918  证券简称：耀皮玻璃/耀皮 B股  公告编号：临 2022-022 

 

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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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耀皮康桥汽车玻璃有

限公司收购桂林皮尔金顿安全玻璃有限公司 100%股权和天津

日板安全玻璃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吸收皮尔金顿集团有限公

司增资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及报国资备案 

 过去 12 个月与皮尔金顿未进行相关同类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简要介绍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2014 年以来，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

皮集团”）控股子公司上海耀皮康桥汽车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耀皮康桥汽玻”）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通道，皮尔金顿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皮尔金顿”）于 2018 年和 2019 年分别对康桥汽玻进行

增资，双方取得了良好合作成效。因此，皮尔金顿拟继续对耀皮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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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汽玻进行增资，具体方案如下： 

本期增资主要是通过将皮尔金顿的子公司桂林皮尔金顿安全玻

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林皮尔金顿”）和关联公司天津日板安全

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日板”）打包注资到耀皮康桥汽玻进

行。经各方协商一致，本次交易将分两步进行，即耀皮康桥汽玻先

按评估备案的净资产为依据出资收购这两子公司，皮尔金顿收到耀

皮康桥汽玻支付的对价之后，再将相应注资款注入耀皮康桥汽玻，

完成本次增资。 

关于收购事项：耀皮康桥汽玻以天津日板和桂林皮尔金顿的评

估备案后的净资产为依据确定收购价款。以 2021 年 6 月 30 日为基

准日,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和万隆（上海）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桂林皮尔金顿与天津日板的账面净值及评估

值如下表：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账面净值 评估值 

桂林皮尔金顿  12,405.66    14,620.77 

天津日板  4,321.63      6,255.49 

桂林皮尔金顿与天津日板的评估净资产合计为 20,876.26 万元

人民币，耀皮康桥汽玻拟在此评估值基础上，扣除皮尔金顿前期欠

缴增资款及其利息、桂林皮尔金顿和天津日板评估日至交割日之间

的盈亏、交易相关税费等相应款项后的余款支付对价。 

关于增资事项：皮尔金顿对耀皮康桥汽玻预计增资 2.35 亿元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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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耀皮集团、上海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材集

团”）、香港海建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海建”）不增资。 

本次增资后股权结构预计如下：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目前 

对应价值 

（人民币万

元） 

预计增

资金额

（人民

币万

元） 

增资后价值 

（人民币万

元） 

增资后 

（万美元） 持股比例 
持股比例

（预计） 

耀皮集团 6,266.41 40.193% 73,273.71   73,273.71 36% 

建材集团 5,628.85 36.103% 65,818.66   65,818.66 32% 

香港海建 577.47 3.704% 6,752.41   6,752.41 3% 

皮尔金顿 3,118.18 20.00% 36,461.17 23,500 59,961.17 29% 

合计 15,591.00 100.000% 182,307.00 23,500 205,807.00 100% 

注：皮尔金顿将以收到耀皮康桥汽玻支付的收购桂林皮尔金顿

和天津日板的对价以及部分现金进行增资。皮尔金顿收到的对价款

受到上述 2 家标的公司评估日至交割日之间的盈亏、交易相关税费

等因素影响而存在不确定性，其中，盈亏需要根据双方认可的独立

的第三方机构审计确认，因此该增资额及增资后的持股比例为预估

值。 

 

（二）本次交易审议程序 

1、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康桥汽玻

收购桂林皮尔金顿安全玻璃有限公司和天津日板安全玻璃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吸收皮尔金顿增资的议案》，关联董事殷俊先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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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拉芬斯克罗夫特先生、沙海祥先生、刘澎先生回避表决，全体

非关联董事同意本议案。 

2、独立董事事前审阅了议案与相关文件，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审议后,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耀皮康桥汽玻收购桂

林皮尔金顿和天津日板的100%股权并吸收皮尔金顿增资之事项是双

方自身发展战略的需要，双方在汽玻领域内的进一步深度合作是继

浮法玻璃领域内长达四十年良好合作之后的又一个新开端，可实现

优势互补，强强联合，有利于公司快速实现“做大做强”汽玻业

务，符合耀皮集团“差异化”市场战略和“上下游”一体化产业战

略。本次交易价格依据公允合理，程序规范，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

及股东尤其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的决策、审议及表决程序合

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均

回避表决。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本次交易事项发表了审核意见，认为：

本次交易事项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深化与皮尔金顿的合作，有利于双

方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实现双赢；有利于公司快速实现汽玻业务

做大做强，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本次的交易价格和各股东持股比例

的依据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的

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4、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预计增资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6.72%，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法规和《公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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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

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三）其他需说明事项 

1、在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上海建材和皮尔金顿对康桥汽玻未

发生过同类交易。 

2、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关联人介绍 

（一）关联人关系介绍 

耀皮康桥汽玻为耀皮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为建材集团

及其全资子公司香港海建、皮尔金顿。皮尔金顿为本公司第二大股

东NSG UK ENTERPRISES LIMITED的全资子公司。耀皮康桥汽玻本次

收购的桂林皮尔金顿为皮尔金顿的子公司；天津日板与NSG UK 

ENTERPRISES LIMITED是关联公司，为同一母公司日本板硝子株式会

社控制下的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事项。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皮尔金顿成立日期为1894年6月30日，负责人Paul 

Ravenscroft，注册资本1,983,925,817英镑，联系地址为European 

Technical Centre, Hall Lane, Lathom L40 5UF, Lancashire ，

United Kingdom。主要业务为玻璃制造与销售。皮尔金顿集团为本

公司第二大股东NSG UK ENTERPRISES LIMITED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21年3月31日，皮尔金顿总资产为24.50亿元英镑，总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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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为9.66亿元英镑，净资产为14.84亿元英镑，2021财年实现营业收

入5500万英镑，净利润9900万英镑（经审计）。 

皮尔金顿与耀皮集团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财务等方面

完全分开，各自独立经营。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天津日板 

（1）概况 

名称 天津日板安全玻璃有限公司 

组织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6008962508 

注册资本 2,806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 立元克典 

住所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北围堤路炼油厂西侧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汽车用和其它安全玻璃产品及相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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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时间 1995年 12月 27 日 

营业期限 1995年 12月 27 日 至 2045年 12月 26日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分公司——天津日板安全玻璃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 

名称 天津日板安全玻璃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0000MA17LGTY68 

公司类型 外商投资企业分公司 

住所 公主岭经济开发区经合大街北侧 2555号 

负责人 李玉连 

成立日期 202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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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期限 2020-7-20至 2045-12-26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汽车用和其它安全玻璃产品及相关业务（不

含玻璃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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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天津日板进行审计，并

出具众审字（2021）第 07460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其总资产为 2.16亿元，总负债为 1.86

亿元，净资产为 0.29 亿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2.01 亿元，净利

润-0.005 亿元（经审计）。 

截止 2021年 6月 30日，其总资产为 2.07亿元，总负债为 1.63

亿元，净资产为 0.43亿元，2021年 1-6月实现营业收入 1.31亿元，

净利润-0.02 亿元（经审计）。 

（3）经营状况 

天津日板是一家专业从事汽车玻璃深加工的企业。工厂占地面

积 86,363.6 平方米,建筑面积 16,095.91 平方米, 工厂生产线主要

包括夹层安全玻璃产品线、钢化安全玻璃产品线，其中夹层生产线

每年的产能 40 万片，钢化生产线每年的产能 120 万片。产品涵盖前

挡、侧窗、后挡、天窗等，可进行整车汽车玻璃配套，产品结构完

整。 

（4）资产权属情况 

天津日板为皮尔金顿的关联公司，日本板硝子株式会社的全资

子公司，产权清晰，主要动产或不动产不存在抵押、质押、留置、



8 

查封、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形。 

  （5）评估情况 

   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隆”）于2022年3

月29日出具《上海耀皮康桥汽车玻璃有限公司拟收购行为涉及的天

津日板安全玻璃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万隆评

报字（2022）第10116号）。本次评估以2021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

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和市场法为评估方法。评估结论如下： 

经采用两种方法评估，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 6,255.49 万元，

市场法评估结果为 6,261.09 万元，市场法结果略大于资产基础法结

果。资产基础法是侧重企业形成的历史和现实，被评估企业为生产

型企业，实物资产所占比重较大，评估结果更能反映被评估单位股

东全部权益真正的价值。而市场法则需要在选择可比公司的基础上，

对比分析被评估单位与可比公司的财务数据，并进行必要的调整，

市场法采用的可比公司的业务信息、财务资料等相对有限，由于影

响股权价值的隐性因素较多，对价值比率的调整和修正难以涵盖所

有影响的因素。相较而言，资产基础法评估能更准确的反映被评估

单位于评估基准日的公允价值，故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结果。 

评估结论：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天津日板安全玻璃有限

公司于本次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大写人民币陆仟贰

佰伍拾伍万肆仟玖佰壹拾肆元零伍分（RMB62,554,914.05 元）。 

以上评估结论自评估基准日起壹年内使用有效。 

2、桂林皮尔金顿 



9 

（1）概况 

名称 桂林皮尔金顿安全玻璃有限公司 

组织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3006193854693 

注册资本 1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TATEMOTOKATSUNORI 

住所 桂林市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九号区 

经营范围 

安全玻璃、玻璃制品和其他工业技术玻璃的生产、销

售、安装及售后服务；设计、开发、生产玻璃机械加

工设备、相关专用设备、印刷设备、模具、盛具、测

量和检测工具、备品备件等，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

及售后服务；设计、开发、生产特种玻璃和特种密封

材料、玻璃塑胶包边总成、塑料制品、橡胶制品、金

属制品、包装材料；提供技术培训、技术支持及咨询

服务等有关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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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时间 1995 年 02 月 28 日 

营业期限 1995 年 02 月 28 日至 2035 年 02 月 27 日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分支机构（桂林皮尔金顿安全玻璃有限公司广州分厂） 

名称 桂林皮尔金顿安全玻璃有限公司广州分厂 

住所 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三江沙头村木棉仔 

法定代表人 钟国平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40101MA5B6RAE0B 

注册资本 - 

实收资本 - 

公司类型 分公司 

经营范围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不含汽车发动机制造） 

营业期限 2018-07-20至 2035-02-27 

登记状态 在营（开业）企业 



10 

 

（2）一年又一期财务状况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桂林皮尔金顿进行审计，

并出具众审字（2021）第 07463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总资产为 2.84亿元，总负债为 0.6亿

元，净资产为 2.23 亿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2.57 亿元，净利润

0.22亿元（经审计）。 

截止 2021年 6月 30日，总资产为 2.32亿元，总负债为 1.08亿

元，净资产为 1.24 亿元，2021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1.31 亿元，

净利润-0.09 亿元（经审计）。 

（3）经营状况 

桂林皮尔金顿是一家专业从事汽车玻璃深加工的企业，汽车玻

璃产品结构包括：前挡玻璃、后挡玻璃、天窗玻璃及侧窗玻璃，产

品结构完整。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聚焦主业，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

依托 NSG 集团的技术支持，现已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自主研发能力的

汽车玻璃制造企业。通过 NSG 集团的全球销售网络，公司汽车玻璃

产品远销北美、欧洲、日本等国家。公司生产线主要为：钢化产品

有 6 条生产线，夹层产品有 17 条生产线，注塑产品有 2 条生产线。

公司客户主要为国内汽车制造企业及国外关联方客户。公司拥有稳

定的客户群体，与公司长期合作的客户主要有：东风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日产通商贸易有限公司、广汽菲亚特克莱斯勒有限公司、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八千代工业有限公司、深圳比亚迪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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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勒、英纳法汽车天窗系统（广州）有限公司等汽车主机厂。 

桂林皮尔金顿内部管理较好，资产负债率比较低，营运资产周

转情况好，整体来看无重大的财务及法律风险，状况良好。 

（4）资产权属情况 

桂林皮尔金顿为皮尔金顿的全资子公司，产权清晰，公司主要

动产或不动产不存在抵押、质押、留置、查封、冻结等权利限制情

形。 

  （5）评估情况 

   万隆于2022年3月29日出具《上海耀皮康桥汽车玻璃有限公司拟

收购行为涉及的桂林皮尔金顿安全玻璃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资产评估报告》（万隆评报字（2022）第10115号）。本次评估以2021

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为评估方

法。评估结论如下：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评估结果存在差异，如下表 

（金额单位：万元）： 

评估方法 账面净资产 评估值 增减额 增减率％ 

收益法 12,405.66 16,384.06 3,978.40 32.07 

资产基础法 12,405.66 14,620.77 2,215.11 17.86 

差  异  1,763.29   

经分析，资产基础法评估值与收益法评估值差 1,763.29万

元，差异率为 12.06%。收益法是从未来收益的角度出发，以被评估

单位现实资产未来可以产生的收益折现，并考虑风险性决策的期望

值后作为被评估单位股权的评估价值；资产基础法是侧重企业形成

的历史和现实，评估结果更能反映被评估单位股东全部权益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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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本次收益法考虑到公司客户以海外关联方客户为主，前十大客

户中多数为关联方客户，关联方销售金额占比除 2018 年为 57.20%

外，其他期间均超过 60%，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且对关联方客户依

赖性较强；若上述主要客户对公司现有产品及服务的需求下降，将

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同时被评估单位为生产型企

业，实物资产所占比重较大。故本次采用资产基础法结论作为最终

结论，仅以收益法进行评估结果验证。 

评估结论：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桂林皮尔金顿安全玻璃

有限公司于本次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大写人民

币壹亿肆仟陆佰贰拾万柒仟陆佰伍拾柒元贰角壹分（ RMB 

146,207,657.21 元）。 

以上评估结论自评估基准日起壹年内使用有效。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耀皮康桥汽玻与皮尔金顿的深入合作可以加速与全球宝马、奔

驰、丰田等整车汽车厂 OEM 的合作，进入全球供货平台；可以完善

海外修配玻璃市场布局，扩大墨西哥、北美、欧洲修配玻璃产品市

场； 

本次交易完成后，皮尔金顿在中国投资的汽车玻璃加工业务进

行整合，通过与耀皮康桥汽玻的深入合作，充分利用耀皮康桥汽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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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体系，完善其全球化供应链体系，扩大了其在中国生产基地

产能及现代化水平。 

本次在汽玻领域内的进一步深度合作是继浮法玻璃领域内长达

四十年良好合作之后又一个新开端，双方优势互补，强强联合，符

合耀皮集团发展战略，是快速实现“做大做强”汽玻业务，执行和

实施耀皮集团“差异化”市场战略、“上下游”一体化产业战略的

一部分。 

（二）交易完成后是否可能新增关联交易的说明。 

本次交易完成后，桂林皮尔金顿和天津日板将纳入公司合并范

围，预计将与 NSG UK Enterprises Limited 及其关联方发生销售商

品，接受技术服务，采购材料、固定资产设备及其他关联交易，后

续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三）本次交易完成后，耀皮康桥汽玻为皮尔金顿在国内唯一

投资的汽车玻璃加工企业，双方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 

（四）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后，耀皮集团将新增控股孙公司桂林

皮尔金顿和天津日板，上述 2 家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委托理财等

情况。 

（五）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后，不存在皮尔金顿对耀皮集团形成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五、风险提示 

客观上，收购完成将后可能面临技术融合、销售渠道拓宽、管

理和人员流失等风险，通过采取对应措施，风险总体可控。 

1．技术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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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后，双方在技术融合、研发推进等方面需要磨合过程，可

能存在未达到预期的风险。 

对策：公司收购完成之后，将成立统一领导下的技术部门，公

司与标的公司目前所拥有的专利、技术将互通有无，协同融合，推

动技术进步，同时公司作为皮尔金顿唯一在国内的合作伙伴，与其

技术交流与合作也会更加密切。 

2．销售风险 

收购后，可能存在扩宽销售渠道时未达预期的风险。 

对策：公司将成立统一领导下的销售部门，协同市场接单。随

着销售团队的增强，客户对耀皮品牌的认知增加，对耀皮产品质量

的认可，公司销售渠道会拓宽。 

3．管理和人员流失的风险 

收购后，耀皮汽玻将成为标的公司的控股股东。由于企业文化、

管理风格存在差异，可能会对公司带来企业管理上的风险，同时也

存在人员流失的风险。 

对策：收购前，公司与目标公司的原股东、管理团队就收购后

的企业管理、人员安排、激励模式等分别进行协商，以缩短整合周

期，实现平稳过渡；收购后，耀皮汽玻将进行整合协同，进一步优

化治理和规范运行，加快人员融合，提升管理效率，做到风险总体

可控。 

公司将积极关注本次交易的后续进展，并及时披露完成情况。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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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 5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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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4.审计报告 

5.评估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