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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长关联借款还款期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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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借款金额及利息：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十二次会议及第八届董事局第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为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

案》，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向参股公司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垦玻璃”）提供借款的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19,000 万元，借款期限不超过 24 个

月，借款利率不低于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 

 2020 年度公司向金垦玻璃采购原材料的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17,667.28 万

元，销售给金垦玻璃原辅材料和设备的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691.54 万元，提供劳

务为人民币 35.19万元，接受劳务为人民币 0.50万元，铁架租赁为人民币 18.12

万元。 

 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不存在为金垦玻璃向金融

机构借款提供担保的情况，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向金垦玻璃提供借款的余额为人

民币 15,160 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借款事项概述 

1、2017 年 2 月 24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为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关于公司

为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2017 年 4月 26



日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

借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向金垦玻璃提供借

款，借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9,000 万元，借款期限不超过 24 个月，借款利率不

低于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同意公司为金垦玻

璃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垦玻璃提供借款的合

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9,000 万元。以上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2月 25日及 2017 年 4月 27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布的《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为关联方提供借款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05）、《福耀

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联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06）、《福

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18）。 

2、2017年 8月 4日，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及其境内子公司为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同意公司及

其境内子公司向金垦玻璃提供借款的额度由不超过人民币 9,000 万元调整为不

超过人民币 19,000 万元，借款期限不超过 24 个月，借款利率不低于同期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以上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年 8月 5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布的《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关联

方提供借款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24）。 

3、2019 年 3 月 15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

长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借款期限的议案》，同意将本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

对金垦玻璃提供的人民币 19,000万元借款的借款期限延长至 2021年 8月 15日，

同时，双辽市金源玻璃制造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金垦玻璃 50%股权、吉林省华生

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金垦玻璃 25%股权全部无条件地继续质押给本公

司或境内子公司，以及金垦玻璃将其拥有的所有机器设备、车辆等动产与不动产

（包括但不限于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等）全部无条件地继续抵押/质押给本

公司或境内子公司，为上述关联借款提供担保。以上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布的《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长

关联借款还款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13）。 

4、本公司已于 2019年 4月 19日与金垦玻璃签订《借款合同》，并分别与金

垦玻璃的其他股东双辽市金源玻璃制造有限公司和吉林省华生燃气集团有限公

司签订《股权质押合同》，双辽市金源玻璃制造有限公司和吉林省华生燃气集团

有限公司分别以其持有的金垦玻璃 50%股权和 25%股权为上述关联借款提供质押

担保。 

截至 2021年 5 月 31日，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不存在为金垦玻璃向金融机构

借款提供担保的情况，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向金垦玻璃提供借款的余额为人民币

15,160万元。 

鉴于上述关联借款的借款期限即将届满，而金垦玻璃因资金紧张向公司提出

了延长借款期限及修改借款利率的申请，考虑到金垦玻璃后续可以为本公司提供

稳定的原料供应，公司董事局同意将上述关联借款的借款期限延长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同时，借款利率固定为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3.85%；除上述借款期限延长及借款利率变化外，

本公司与金垦玻璃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的其他条款不变。 

 

二、借款人基本情况 

（一）借款人：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注册地址：双辽市辽西街，法

定代表人：金锋，注册资本为 30,028,000 美元，经营范围：浮法玻璃生产及深

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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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金垦玻璃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41,028.88 万元，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21,052.5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人民币 0 元，流动负

债总额为人民币 21,052.52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19,976.36 万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30,078.92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3,828.83 万元。（以

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金垦玻璃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40,881.87万元，负

债总额为人民币 20,448.13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人民币 0元，流动负债

总额为人民币 20,448.13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20,433.74 万元；2021



年 1－3月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7,477.66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610.02万元。（以

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本公司持有福耀（香港）有限公司 100%股权，福耀（香港）有限公

司持有金垦玻璃 25%股权，同时，本公司的董事陈向明先生及副总经理何世猛

先生为金垦玻璃的董事，故本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为金垦玻璃提供借款为关联

交易事项。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垦玻璃股权结构图如下： 

 

 

三、借款协议主要内容 

1、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9,000万元； 

2、借款期限：本公司将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对金垦玻璃提供的人民币19,000

万元借款的借款期限延长至2023年8月31日； 

3、借款利率：固定为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LPR）3.85%； 

4、借款用途：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固定资产采购、材料采购、补充流动资

金和其他工程款等。 

 

四、延长借款期限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延长金垦玻璃的借款期限，有利于金垦玻璃的健康运营，有助于金垦玻

璃为公司提供稳定的原料供应，并推动金垦玻璃顺利还款，且双辽市金源玻璃制

造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金垦玻璃 50%股权、吉林省华生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

有的金垦玻璃 25%股权全部无条件地继续质押给本公司或境内子公司，以及金垦



玻璃将其拥有的所有机器设备、车辆等动产与不动产（包括但不限于房屋建筑物、

土地使用权等）全部无条件地继续抵押/质押给本公司或境内子公司，作为金垦

玻璃向本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清偿借款的担保措施，该等担保措施有利于保障公

司的利益，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向金垦玻璃提供借款的利率固定为中国人民银行

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3.85%，该等关联

交易是公允的，且符合公司及其股东之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

无关联关系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良影响。 

 

五、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公司于2021年6月1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十届董事局第五次会议，在

关联董事曹德旺先生（何世猛先生为曹德旺先生的妹夫）、陈向明先生回避表决

的情况下，由出席会议的其余七位无关联关系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金

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借款期限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张洁雯、刘京、屈文

洲出具了事前同意的书面意见，并在公司董事局审议本项议案时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 

（二）独立董事事前同意的书面意见 

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延长参股公司金垦玻璃的借款期限，有利于金垦玻璃的

健康运营，有助于金垦玻璃为公司提供稳定的原料供应，并推动金垦玻璃顺利还

款。且金垦玻璃的另外两个股东双辽市金源玻璃制造有限公司及吉林省华生燃气

集团有限公司将其各自分别持有的金垦玻璃50%股权、25%股权无条件地质押给本

公司或境内子公司，以及金垦玻璃将其拥有的所有机器设备、车辆等动产与不动

产（包括但不限于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等）全部无条件地抵押/质押给本公

司或境内子公司，作为金垦玻璃向本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清偿借款的担保措施，

该等担保措施有利于保障公司的利益。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向金垦玻璃提供借款

的利率固定为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3.85%，该等关联交易是公允的，且符合公司及其股东之整体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无关联关系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产生不良影响。我们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董事局审议，在公司董事局

对上述事项进行审议和表决时，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三）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延长参股公司金垦玻璃的借款期限，有利于

金垦玻璃的健康运营，有助于金垦玻璃为公司提供稳定的原料供应，并推动金垦

玻璃顺利还款。且金垦玻璃的另外两个股东双辽市金源玻璃制造有限公司及吉林

省华生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将其各自分别持有的金垦玻璃 50%股权、25%股权无条

件地质押给本公司或境内子公司，以及金垦玻璃将其拥有的所有机器设备、车辆

等动产与不动产（包括但不限于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等）全部无条件地抵押

/质押给本公司或境内子公司，作为金垦玻璃向本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清偿借款

的担保措施，该等担保措施有利于保障公司的利益。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向金垦

玻璃提供借款的利率固定为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3.85%，该等关联交易是公允的，且符合公司及其股东

之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无关联关系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不会

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良影响。我们对上述议案表示同意。上述议案已经公

司第十届董事局第五次会议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上述关联交

易事项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

效。 

（四）公司监事会的意见 

2021年6月17日，公司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

长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借款期限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及其境内子

公司延长参股公司金垦玻璃的借款期限，有利于金垦玻璃的健康运营，有助于金

垦玻璃为公司提供稳定的原料供应，并推动金垦玻璃顺利还款。且金垦玻璃的另

外两个股东双辽市金源玻璃制造有限公司及吉林省华生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将其

各自持有的金垦玻璃50%股权、25%股权无条件地质押给本公司或境内子公司，以

及金垦玻璃将其拥有的所有机器设备、车辆等动产与不动产（包括但不限于房屋

建筑物、土地使用权等）全部无条件地抵押/质押给本公司或境内子公司，作为

金垦玻璃向本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清偿借款的担保措施，该等担保措施有利于保

障公司的利益。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向金垦玻璃提供借款的利率固定为中国人民

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3.85%，该等

关联交易是公允的，且符合公司及其股东之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



其是无关联关系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良影响。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第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延长关联借款还款期限的事前同意函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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