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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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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应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
１．４ 公司负责人曹江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蔡慧敏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上市交易所

中国玻纤

６００１７６
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联系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陶铮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 １０ 号

证券事务代表
李畅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 １０ 号

０１０－８８０２８６６０
０１０－８８０２８９５５
ｃｆｇｃｌ＠ｃｆｇｃｌ．ｃｏｍ．ｃｎ

０１０－８８０２８６６０
０１０－８８０２８９５５
ｃｆｇｃｌ＠ｃｆｇｃｌ．ｃｏｍ．ｃｎ

§３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２０１１ 年

营业总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扣 除 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００９ 年

５ ，０３８ ，３９１ ，７４２．６１
４８９ ，５５８ ，９１３．２６
５５０ ，９０２ ，１２９．６４

４ ，７６５ ，０２１ ，５０６．３４
４６３ ，８４２ ，７８４．２０
５０７ ，９５８ ，６５７．７３

５．７４
５．５４
８．４５

３ ，１７０ ，９３５ ，６４３．５７
－３９９ ，１８２ ，８４１．９９
－３００ ，００５ ，５１４．３２

２９２ ，２９４ ，１１２．７４

２０５ ，９６１ ，８９０．０１

４１．９２

－１５３ ，１５３ ，４６４．３４

２３３ ，０２３ ，００５．３８

１３１ ，４９３ ，２１９．６５

７７．２１

－２２６ ，３０９ ，８５９．４４

１ ，２７０ ，７５９ ，５０８．６５

７８３ ，６６２ ，９５２．３４

６２．１６

－１２６ ，６２２ ，０４１．８２

２０１１ 年末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归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所 有 者
权益
总股本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１５ ，９４７ ，６９４ ，７９７．０７
１２ ，４５７ ，２１８ ，７３６．３４

１５ ，６３８ ，８７９ ，３９５．３７
１２ ，５９７ ，９７７ ，６３７．９２

１．９７
－１．１２

１３ ，７０７ ，６８３ ，３５９．６８
１１ ，１１４ ，７７１ ，８０８．８２

３ ，４４８ ，６１２ ，８９９．４４

１ ，４２２ ，３２４ ，００２．２４

１４２．４６

１ ，２２１ ，６６８ ，６７４．２４

５８１ ，７５３ ，０００．００

４２７ ，３９２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１２

４２７ ，３９２ ，０００．００

３．２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财务指标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每股收益（元 ／ 股）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资产负债率（％ ）

２０１１ 年
０．６１０４
０．６１０４
０．５０２４
０．４８６６
１３．６２
１０．８６
２．１８４４
２０１１ 年末
５．９２８０
７８．１１

２０１０ 年
０．４８１９
０．４８１９

本年比上年增减（％ ）

２６．６７
２６．６７

不适用

０．３０７７
１５．５５
９．９３
１．８３３６
２０１０ 年末
３．３２７９
８０．５６

２００９ 年
－０．３５８３
－０．３５８３

不适用

不适用

５８．１４

－０．５２９５
－１０．９２
－１６．１４
－０．２９６３
２００９ 年末
２．８５８４
８１．０８

减少 １．９３ 个百分点
增加 ０．９３ 个百分点

１９．１３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７８．１３
减少 ２．４５ 个百分点

３．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计 入 当 期 损 益 的 政 府 补 助 ，但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 ，符 合 国 家 政 策 规 定 、按 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
的 有 效 套 期 保 值 业 务 外 ，持 有
交 易 性 金 融 资 产 、交 易 性 金 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 、交 易 性 金 融 负 债 和 可 供 出
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所得税影响额
子公司资金拆借取得的损益
合计

２０１１ 年金额
２２ ，１２７ ，２５８．７２

２０１０ 年金额
５９ ，９３４ ，３０９．７５

２００９ 年金额
１ ，７８４ ，３１５．５６

５４ ，１５２ ，２１５．７７

２５ ，２３７ ，９１３．４８

９１ ，０２０ ，１６９．０５

０

０

５２ ，６７６．３３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
设备市场规模将达２０００亿元。 按风机叶片占风机装置总成本１５％－２０％计算，风机叶片复合材料市场将达
到４００亿元。 风电行业占复合材料市场份额将近６０％，成为先进复合材料的最大用户。 此外，未来风电市场
的增长点将在海上和低风速区，因此，大型化、可拆分以及热塑性取代热固性材料将是风电用玻纤复合材
料的发展趋势。
玻纤基复合材料在船艇工业中的应用历经近５０年发展，已成为玻纤行业重要的下游应用领域。 未来
几年，受海洋旅游经济发展、海洋资源开发、抗灾物资储备等诸多因素推动，我国舰艇市场对高性能玻纤
需求巨大，如豪华游艇、商务用艇、交通执法艇、勘探用工作船、救生艇、冲锋舟等，对自重更轻、强度更高、
船速更快、更经济、更低碳的要求，拓展了高性能玻纤更大的应用前景。
③行业仍将保持较高集中度
包括公司在内的国内最大的三家玻纤企业总规模目前已超过全国池窑玻纤总产能的７０％。 除国内三
大家外，国外玻纤的生产基本集中在ＯＣＶ、ＰＰＧ、ＪＭ公司三大家。 上述国内三大家、国外三大家玻纤企业约
占全球玻纤总产能的７４％左右。 未来行业仍将保持较高的集中度。
④低碳环保将成为玻纤行业发展的主导思想
在低碳经济时代，减少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是工业生产型企业的重点工作。 在国家节能减排政策
的要求下，代铂炉、坩埚拉丝等落后产能正被逐渐淘汰，以大中型池窑的电助熔和纯氧燃烧技术为代表的
节能技术可使池窑熔化率提高一倍，将成为未来的发展主流。 对企业节能减排效果的行业评价体系出台
后，对生产过程中废气、废水排放的监管和限制也会日趋严格。
（
２）公司的机遇、挑战和发展战略规划
①存在的机遇
根据有关部门颁布的《
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
新材料产业“
十二五”发展规
划》等政策，新材料产业是国家加快培育和发展的战略性重点产业。 玻璃纤维作为政府鼓励发展的高性能
复合材料也将在国家政策规划的引导下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
同时，国家加强对节能环保的重视，一方面逐步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产能，促进整个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另一方面，发展低碳经济要求的风力发电、烟气脱硫、公共轨道交通、海水淡化工程用高压ＦＲＰ
管道等都将大大拓展玻纤及其复合材料的应用领域和市场需求。
②面临的挑战
随着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公司将面临技术、装备、人才、管理等多方面的挑战。
③公司发展战略规划
公司在“
十二五”期间的发展战略规划是推进产品高端化、产业集群化、布局国际化、市场全球化，朝
着做大、做专、做强、做优，打造全球玻纤领军企业的战略目标努力。
（
３）资金需求及使用计划
公司将积极筹措资金，保持、促进与银行的合作。
（
４）经营中的主要风险因素及公司应对策略
①汇率风险
公司玻纤产品出口比例较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将直接影响公司出口业务的收入。
对策和措施：公司将在提高技术水平的同时，对工艺和原料配方进行调整，不断降低生产成本。 公司
还将通过部分国外原料与设备的采购，部分抵消人民币汇率浮动对公司出口产品带来的影响。 同时，公司
一方面扩大产品的内销，抢占从国外厂商进口的产品及高端产品在国内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利用公司
品牌优势和营销优势，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的议价能力，并加快“
走出去”建设生产线的步伐。
②贸易保护政策风险
２０１１年，欧盟、土耳其、印度３个国家和地区对出口自中国的玻纤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已作出反倾
销终裁，在国内玻纤厂商和当地客户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玻纤厂商取得了相对有利的终裁结果。 但公司预
计，国内企业遭遇境外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仍然存在。
对策和措施：公司将认真总结此次应对反倾销调查的经验教训，努力提高参与国际合作的能力，提升
应对国际贸易纠纷的能力，健全国际市场价格跟踪反馈机制；加强与海外客户的沟通联系，根据实际需
要，不断调整市场策略，优化市场结构；按照国务院国资委的统一部署，在强化对国内市场开发的同时，加
快“
走出去”的步伐。
③能源及劳动力价格风险
公司产品的生产需要使用天然气、电力和氧气等能源，如果能源和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涨，将对公司成
本控制带来压力。
对策和措施：公司将通过精细管理和技术创新，从提高员工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提高机械化程度和
自动化水平、提高单台拉丝产量、降低单位能耗、提高开机率和成品率等重点方面入手，提高生产效率，使
生产成本进一步下降。
公司是否编制并披露新年度的盈利预测：否
５．２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玻纤及制品
０

０

其他

４ ，５８１ ，３６３ ，３１８．３０

３ ，００１ ，０９６ ，０１７．０５

３１４ ，５４６ ，６０５．５７

１９２ ，５２７ ，８４４．７２

－７１３ ，９９９．１２

５０４ ，２０６．１６

５９４ ，０７１．３４

－１２ ，３２１ ，２５３．５６
－３ ，９７３ ，１１４．４５
０
５９ ，２７１ ，１０７．３６

－１０ ，３５４ ，６４６．１４
－２ ，１２７ ，５１２．８９
１ ，２７４ ，４００．００
７４ ，４６８ ，６７０．３６

－６３ ，５３４ ，２７４．５４
－１０ ，１３９ ，０９５．６９
１ ，２７４ ，４００．００
７３ ，１５６ ，３９５．１０

ＰＥＡＲ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珍

股东性质

报告期内增减

瑞斯特财务有限公司）
中 国 农 业 银 行－大 成 创 新 成 长 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成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 国 工 商 银 行－华 安 中 小 盘 成 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 国 工 商 银 行－国 联 安 德 盛 小 盘
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中 国 建 设 银 行－华 安 宏 利 股 票 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１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２ ，５１５ ，９４９ ，１３３．８０
２ ，３７９ ，９６０ ，７９０．０７

１０．６６
－０．４３

５．３ 报告期内利润构成、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
明

３

４

１、报告期资产构成变动情况：
２５ ，３１５ 户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份数量
数量
３６ ，２２７ ，５８２
０
３４ ，６５２ ，４６９ 质押 １１０ ，６３１ ，０４０

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
３２．７９
２０．６８

１９０ ，７２９ ，７９０
１２０ ，２８３ ，５０９

３６ ，２２７ ，５８２
３４ ，６５２ ，４６９

境外法人

１０．０２

５８ ，２７９ ，１５３

５８ ，２７９ ，１５３

５８ ，２７９ ，１５３

２５ ，２０１ ，７９６

０

成国际有限公司）

ＳＵＲＥＳ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索

议案七
议案八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国内
国外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单位：股
２８ ，１０３ 户 本年度报告公布日前一个月末股东总数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 ）

议案序号
议案一
议案二
议案三
议案四
议案五
议案六

２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２０１１ 年末股东总数
股东名称

营业收入比上 营业成本比上 营业利润率比
年增减（％ ）
年增减（％ ） 上年增减（％ ）
增加 ４．８０ 个百
３４．４９
３．６９
－３．３９
分点
减少 ６．８０ 个百
３８．７９
２８．０３
４４．０５
分点

营业成本

５２ ，１０４ ，１３３．０５

§４ 股东持股情况和控制框图
４．１ 前１０名股东、前１０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营业利润率
（％ ）

营业收入

分产品

十六、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获得通过。
十七、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２０１１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１、会议时间：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７日１３：３０
２、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１０号公司会议室
３、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４、会议方式：现场召开、现场表决
５、会议内容：
（
１）审议２０１１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
２）审议２０１１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３）审议２０１１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４）审议２０１１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５）审议２０１１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６）审议２０１１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关于２０１１年度审计费用暨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２０１２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审议《
（
关于公司２０１２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８）审议《
（
关于授权公司及全资子公司２０１２年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的议案》；
９）审议《
（
关于巨石集团有限公司及各子公司２０１２年远期结售汇额度的议案》；
１０）审议《
（
关于授权公司及子公司２０１２年银行融资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１１）审议《
（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１２）审议《
（
关于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司为巨石埃及玻璃纤维股份有限公司１．５６亿美元和０．５６
１３）审议《
亿美元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
独立董事２０１１年度述职报告》。
１４）听取《
６、出席对象：
（
１）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３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因故不能出席的股东可以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和表决；
（
２）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４）公司董事会邀请的相关人员。
７、会议登记办法：
个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受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
东帐户卡及持股凭证；法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
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８、会议登记时间和地点：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４日上午９：００至１１：００，下午１４：００至１６：００
登记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１０号本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８０２８６６０
联系传真：０１０－８８０２８９５５
邮编：１００１４２
联系人：肖楠
９、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者所有费用自理。
本议案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５日
附：授权委托书参考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
女士）代表本人（
单位）出席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１年度股东大会，并按
照下列指示对相关议案行使表决权。

境外法人

４．３３

２５ ，２０１ ，７９６

２５ ，２０１ ，７９６

０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８５

１０ ，７４０ ，６９１

未知

０

０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７２
１．６１

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９ ，３６９ ，７７０

未知
未知

０
０

０
０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１０

６ ，４１６ ，１０４

未知

０

０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９１

５ ，２８２ ，０００

未知

０

０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６３

３ ，６６０ ，０００

未知

０

０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及数量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数量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４ ，５０２ ，２０８
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５ ，６３１ ，０４０
中国农业银行 － 大成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７４０ ，６９１
大成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普通股
９ ，３６９ ，７７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华安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人民币普通股
６ ，４１６ ，１０４
中国工商银行 － 国联安德盛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人民币普通股
５ ，２８２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安宏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
３ ６６０ 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 － 中海能源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人民币普通股
２ ，５００ ，０００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长信增利动态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人民币普通股
２ ，１９９ ，８８２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ＰＥＡＲ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ＳＵＲＥＳ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之间不存在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亦未知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４．２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５董事会报告
５．１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概要
１、报告期内总体经营情况
（
１）公司经营情况
后危机时代”，受欧债危机、国内通货膨胀加剧、银根紧缩等复杂因素影响，实
２０１１年，全球经济进入“
体经济在逐渐复苏的道路上曲折前行。 玻璃纤维行业作为新兴产业，在宏观经济复苏过程中，不断拓展下
游应用领域，市场需求稳中有增，行业整体利润水平保持平稳。
２０１１年，公司依托自身优势，扎实推进各项工作，特别是在技术创新和增收节支降耗等方面取得良好
成绩，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生产成本控制在行业最低水平，为公司保持业绩稳定增长和健康持续发展打
下了坚实基础。 与上年同期相比，公司经营业绩稳中有增，效益水平处于行业领先。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中国证券市场年会颁发的“
中国证
２０１１年，公司获得了中华全国总工会颁发的“
券市场上市公司金鼎奖”、大公报（
香港）有限公司评选的中国证券金紫荆奖之“
最具社会责任感上市企业
优秀信息披露”提名奖、全国首批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试点企业、全国机械冶金
奖”、上海证券交易所“
建材系统工会信息工作先进单位、浙江省创建和谐劳动关系先进单位等奖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５０３，８３９．１７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５．７４％；营业利润４８，９５５．８９万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５．５４％；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２９，２２９．４１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４１．９２％。
２０１１年公司发布公告，在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投资建设年产８万吨无碱玻璃纤维池窑拉丝生产线。
走出去”战略、全面应对国际竞
该项目对于公司国际化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公司已充分具备实施“
争的条件和能力。 该项目已于２０１１年年内通过相关审批程序，预计将于２０１３年建成投产。 生产线建成后，
计划年生产直接无捻粗纱、合股无捻粗纱、短切原丝合计８万吨。
（
公司的主要优势
２）
公司的优势主要体现在：
①规模优势
公司是我国玻纤行业的龙头企业，玻璃纤维的产量、销量、出口量、技术、营销网络、管理等多项指标
长期保持国内第一和世界领先。
在做强做优玻纤主业的战略思想的主导下，公司业务规模始终保持在全球同行企业前列。 截至２０１１
年年末，公司共拥有三个大型玻璃纤维生产基地，玻纤池窑生产线１３条，生产能力位居世界第一。 其中，公
司自主设计与建设的１２万吨无碱玻纤池窑生产线为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单座无碱池窑生产线。 大型玻
纤生产基地的建成，在提升规模效应的同时，也有效提高了技术水平、降低了制造成本，更为稳定产品质
量、提高公司整体效率创造了条件。
②技术优势
公司一直致力于推进技术进步，自主拥有大型无碱池窑拉丝、中碱池窑拉丝和玻纤废丝回用等成套
技术。 公司由多位掌握世界领先玻纤技术的专家及人员组成了一支具备现代创新水平及能力的优秀技术
团队，建有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国家ＣＮＡＳ认证检测中心、浙江省玻璃纤维研究重点实验室、巨石集团
玻璃纤维研究院等多个省级以上研究机构，通过系统完整、多方位的研究与创新，不断提升企业的研发能
力和技术水平，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档次，为企业发展和成长提供可靠保障。
公司拥有的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Ｅ６、Ｖｉｐｒｏ高性能玻璃纤维、高性能复合纤维材料ＣｏｍｐｏｆｉｌＴＭ，较
之传统的Ｅ玻纤，在物理性能、耐腐蚀性、节能环保等方面均有大幅提升。 其中，２０１１年公司推出的Ｖｉｐｒｏ高
性能玻璃纤维是一种高强度高模量的无碱玻璃纤维，相比之前的Ｅ６玻纤具备更高性能，其产品将凭借优
异的机械性能及大规模池窑生产的适应性在大功率风力叶片制造、压力容器、拉挤等高端领域具有更加
出色的表现。
③环保优势
公司秉承发展循环经济的理念，依靠技术创新，通过对玻纤制造工艺的技术改造，最大限度地减少资
源消耗和废物排放。 公司建立了一整套中水回用系统，其中先进的生物膜处理系统，日处理污水４８００吨，
实现了中水回用。
公司已实现了自主研发的废丝再利用生产技术和纯氧燃烧技术在国内生产基地的全面应用，有效降
低了单位能耗，减少了污染物排放量，公司万元产值综合能耗和吨纱综合能耗均大幅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公司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于２０１１年被国家工信部、财政部、科技部联合确定为第一批“
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
试点）企业”。
④营销优势
公司目前在香港、加拿大、南非、韩国、印度，意大利、法国、西班牙、新加坡、日本和美国等１４个国家和
地区成立了海外销售公司，并在德国、英国等地设立了独家经销商，建立起了辐射全球的营销网络。 同世
界８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客户中有不少世界５００强企业及行业龙头企业。
⑤质量优势
公司通过引入卓越绩效模式（
ＰＥＭ）、可视化管理、质量功能展开（
ＱＦＤ）、六西格玛等管理手段，严控
事前事中事后质量，强化质量考核评价，并形成了一套科学、合理、高效的质量管理体系。 公司已在行业中
率先通过ＩＳＯ９００１质量管理体系认证，ＩＳＯ１４００１环境管理体系认证，ＯＨＳＡＳ１８００１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体
系认证和ＩＳＯ１００１２计量检测体系认证，主要产品获得挪威船级社（
ＤＮＶ）、英国劳氏船级社（
ＬＲ）、德国船级
社（
ＧＬ）、中国船级社（
ＣＣＳ）及美国ＦＤＡ等认证。
２０１１年，公司新增产品认证包括德国劳氏船级社（
ＧＬ）３个、英国劳氏船级社（
ＬＲ）６个、挪威船级社５
个、美国ＦＤＡ测试 ４个，新增产品检测ＲＯＨＳ ８个、ＲＥＡＣＨ ７个，并获得注册ＩＭ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Ｄａｔａ Ｓｙｓｔｅｍ）的企业代码，取得了进入由世界著名汽车制造公司联合开发的汽车产业中关于零件和材料
的数据库系统的资格。
⑥品牌优势
随着公司国际化步伐的不断加快以及产品在全球市场份额的进一步提升， 公司凭借优异的产品性
能，稳定的质量保障和完善的售后服务，已在全球范围内树立起牢固的品牌优势。 目前已形成以“
巨石”为
主商标，“
国际玻纤年会”等为子商标的商标体系，其中“
巨石”商标在在国内进行了全
Ｐ－Ｄ巨石”、“
Ｅ６”、“
类注册，实现了全面保护，还在４０个主要玻纤市场国家和地区提出了申请商标注册，并已获得２３个国家的
授权。 “
巨石”商标还是中国驰名商标，并被评为浙江省第二批出口名牌。 “
巨石”品牌的国际影响力正在不
断提升。
公司需进一步加强以下工作：
①加紧产品结构和生产方式调整，加大成本控制力度；
②不断加强客户维护和客户管理；
走出去”战略。
③继续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稳健实施“
（
３）技术创新情况
２０１１年，公司开展科技创新工作的主要思路是：以研发机构建设为立足点，展开创新的运行管理机
制，继续推进科技项目立项、高端产品研发推广和专利申报，努力实现成本降低、效率提升、劳动强度减
轻、节能减排更见成效等目标。 通过开展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公司技术创新工作成绩斐然，主要包括：
①新增建设浙江省玻璃纤维研究重点实验室、巨石集团玻璃纤维研究院等省级以上科研机构，通过
系统完整、多方位的研究与创新，不断提升企业的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档次，为企业
发展和成长提供可靠保障。 浙江省玻璃纤维研究重点实验室建成后将成为浙江省首个专业从事玻璃纤维
研究开发的大型实验室，也将成为国内乃至国际最大、最先进的玻璃纤维实验室。
②成功研发了相比Ｅ６玻纤具备更高模量和强度的Ｖｉｐｒｏ无碱玻璃纤维。 其产品将凭借优异的物理性
能及大规模池窑生产的适应性为大功率风力叶片制造、高压容器管道、拉挤成型产品等高端领域客户提
供更加优异的产品解决方案和最优的成本－性能解决方案。 同时，Ｖｉｐｒｏ玻纤为公司产品研发提供了一个
全新的技术平台，并为行业整体技术水平提升、高端应用领域拓展以及清洁节能生产树立新的标准。
③研制开发了高性能复合纤维材料ＣｏｍｐｏｆｉｌＴＭ等高端品类产品。 ＣｏｍｐｏｆｉｌＴＭ是将连续玻璃纤维和化
学纤维通过特殊工艺复合而成，可直接用于制备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树脂复合材料，而不需要添加额外
的树脂，具有成型工艺简单、生产效率高、可回收利用等特点，大幅度提高了热塑性复合材料的综合性能，
主要应用于国防军事、航空航天、新能源产业、汽车工业、建筑设施、体育器具等国民经济的多种领域。
④积极推进科技项目申报和技术专利申请。 ２０１１年公司浙江、江西、四川三个生产基地共申报各类科
技项目６０项，荣获各级科技奖项１２项，获得科技项目奖励资金２，７０８．２万元。 同时，提交专利申请４７件，其
中发明专利２２件，实用新型专利２５件；完成２２件专利申请的审查意见回复；全年共有６８件专利申请获得授
权，其中发明专利８件，实用新型专利６０件。 截至目前，公司共获得专利授权１６４件，其中发明专利２１件，实
用新型专利１４３件。
（
４）节能减排情况
２０１１年，公司积极挖掘深层次节能减排潜力，继续强化能源、资源计量监控体系建设，建立资源消耗、
污染物排放等对标机制，提升完成企业主要节能减排指标的力度。 ２０１１年公司实现单位企业增加值综合
能耗比去年同期降低１０．１０％；万元现价产值能耗比去年同期降低６．１０％；玻璃纤维纱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比
去年同期降低５．５０％。
在主要污染物排放方面， ２０１１年公司单位产品（
玻璃纤维纱）排放污水量比去年同期下降１８．２６％；单
位产品ＣＯＤ排放量比去年同期下降３６．２７％。 公司凭借技术装备、生产规模、社会效益一流的中水回用等节
能减排系统，努力实现能源总量增长、污染物总量负增长的“
一正一负”的目标。
２、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
１）玻纤行业现状及发展形势展望
玻璃纤维作为一种新型材料，具有耐高温、抗腐蚀、强度高、比重轻、吸湿低、延伸小、电绝缘及性价比
高等诸多优越特性。 目前，在全球复合材料工业领域，玻璃纤维使用量占增强材料总用量的９８．８０％。
①国家鼓励性政策将持续推动行业快速发展
金融危机后，国家加快推进发展方式转型升级，陆续出台《
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
定》、《
基本建设贷款中央财政贴息资金管理办法》的文件，从政策导向、财政补贴、信贷支持多个方面加大
对新材料产业的扶持力度。 ２０１１年末，工信部编制的《
新材料产业“
十二五”发展规划》预计到２０１５年，新材
料产业规模将达到总产值２万亿元，年均增长超过２５％。 同时，培育２０个新材料销售收入超过５０亿元的专
业性骨干企业，建成若干主业突出、产业配套齐全、年产值超过３００亿元的新材料产业基地和产业集群，从
而进一步增强新材料对工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的带动作用。
②高端应用领域成为带动玻纤行业的新增长极
国家出台的政策已将新材料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无论是推进大飞机、高速列车、新能源汽
车等重点工程，还是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都需要具有优异性能的新
型材料做支撑。 特别是高性能玻璃纤维产品，在特种管罐、工程建设、风力发电、造船等高端领域的应用将
成为未来带动整个玻纤行业发展的新增长极。
在特种管罐方面，受国家政策影响，烟气脱硫脱氮、海水淡化工程、重化工防腐建设将是未来的投资
重点，以玻璃纤维为基材的耐腐蚀大口径玻璃钢管道、高压玻璃钢管罐、玻璃钢防腐工程因拥有较传统材
料更强的抗高压、抗腐蚀性，将得到广泛的应用。
在工程建设方面，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玻纤及其复合材料企业不断找准新
应用需求，推出性能更优、适用性更强的新型产品，并凭借轻质、高强、耐腐蚀等性能，在轨道交通、水利设
施和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等工程领域更多地取代钢材、木材等传统材料。
玻璃纤维是风电叶片的重要原材料之一，从长期发展趋势以及国家发展新能源产业的政策看，风力
发电仍能给玻纤行业带来新的市场空间。 有统计显示，到２０２０年，我国风力发电能力将达到３万兆瓦，风电

项目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短期借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长期借款
资产总计

报告期
金额
占总资产比重
１ ，００５ ，６９３．８３
６３．０６％
５７ ，０１６．７２
３．５８％
５８３ ，８５１．３７
３６．６１％

上年同期
金额
占总资产比重
１ ，０５４ ，９６３．５１
６７．４６％
４ ，９７２．８１
０．３２％
４７６ ，４５７．７３
３０．４７％

－４．４０％
３．２６％
６．１４％

１２８ ，９７９．５０

８．０９％

１７９ ，２３６．３８

１１．４６％

－３．３７％

４１６ ，１８４．９７
１ ，５９４ ，７６９．４８

２６．１０％

３３４ ，４１８．５３
１ ，５６３ ，８８７．９４

２１．３８％

４．７１％

Ａ．本期固定资产占资产总额比重下降，原因为子公司巨石集团进行部分生产线技术改造，转出固定
资产，以及计提折旧所致；
Ｂ．本期在建工程占资产总额比重上升，原因为本期技术改造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Ｃ．本期短期借款占资产总额比重上升，原因为本期公司新增短期借款所致；
Ｄ．本期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占资产总额比重下降，原因为公司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减少所致；
Ｅ．本期长期借款占资产总额比重上升，原因为本期公司新增借款所致。
２、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财务费用
投资收益
营业外收入
所得税费用

报告期

上年同期

４ ，３８９．９２
１６ ，０６９．２７
６４ ，２９８．３３
２ ，２８９．５１
７ ，１８９．６６
９ ，５６９．３５

１５８．１７％
３２．４６％
３３．５５％
－５６．５４％
３３．７２％
４７．０９％

Ａ．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影响因素为：子公司巨石集团２０１０年１２月之前作为外资企业
无需缴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２０１１年８月被收购少数股权后，外资转内资需要缴纳上述两项税费所致；
Ｂ．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影响因素为：受市场因素影响，燃料、人工费用上涨，导致产品运输、
包装等费用增加所致；
Ｃ．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影响因素为：公司贷款增加及银行基准利率上调所致；
Ｄ．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影响因素为：上期处置均安水泥３０％股权取得投资收益所致；
Ｅ．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影响因素为：公司本期补贴收入增加所致；
Ｆ．所得税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影响因素为：上年巨石九江尚处于亏损，本年巨石九江盈利，转回以前
年度因亏损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使所得税费用相应增加，同时因盈利增加，也相应增加了所得税费
用。
３、报告期公司现金流量构成情况分析：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为１，２７０，７５９，５０８．６５元， 上年同期为７８３，６６２，９５２．３４ 元，主
要系本年改变了采购支付方式，使用现金支付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为－１，５９０，１７７，７９２．７９元，上年同期为－８２２，８８０，５８２．３６ 元，主要
系本年资本性支出比上年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为４０，６２９，３２６．１５元，上年同期为－４５０，３０７，００４．７１元，主要系本年
偿还借款比去年增加所致。
４、报告期内，公司在设备利用、订单获取、产品的销售或积压、主要技术人员变动方面没有发生重大
变化。
５、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的经营情况及业绩分析
巨石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持有其１００％股权），经营范围为玻璃纤维、复合材料、工程塑料及制品、玻璃
纤维的化工原料、玻璃纤维及配件的生产、销售，注册资本２５６２０．８１０５万美元，总资产１，５４３，８４９．３５万元，
净资产３７０，８５４．２６万元，主营业务收入４８１，１６３．１７万元，主营业务利润５７，７６３．０７万元，净利润５４，３１３．７４万
元。
北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持有其９７．２２％股权），经营范围为新材料科研开发和技术咨询服务、投
资兴办实业， 注册资本９，０００．００ 万元， 总资产２１，６５０．００万元， 净资产６，０２４．７４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８，
４２７．８３万元，主营业务利润－１，８２７．７７万元，净利润－１，８３２．３２万元。
６、主要供应商及客户情况
公司前５ 名供应商采购金额合计为１０８，４７６．９２万元，占公司年度采购总额３１８，１９４．８９万元的３４．０９％。
公司前５ 名客户为：ＧＩＢＳＯ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Ｃ．、振石集团恒石纤维基业有限公司、中建材集团进
出口公司、ＨＥＬＭ ＡＧ、ＨＡＮＷＨＡ Ｌ ＡＮＤ Ｃ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前５ 名客户销售额合计为８０，９２５．３９万元，
占公司年度销售总额５０３，８３９．１７万元的１６．０７％。
§６ 财务报告
６．１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６．２本报告期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６．３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户数比上期净增加５户，其中：新投资成立子公司３户，非同一控制下股权
收购子公司２户。
单位名称
巨石集团里程香港有限公司
巨石日本公司
巨石国际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信富企业有限公司
巨石美国公司

方式
新设
新设
新设
股权收购
股权收购

期末净资产
４ ，５５８ ，３７９．６２
１ ，８６０ ，００５．８１
３ ，３６４ ，３５０．００
２０ ，５４７ ，０８２．３８
７ ，９１０ ，５６４．３３

本期净利润

３５０ ，８９３．１７
－２ ，２０１ ，０８１．８
－
－１０７ ，１６５．５２
－６ ，８９６ ，１９０．５２

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６．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
□适用 √不适用

股票代码：６００１７６

股票简称：中国玻纤

６

７

８

９
１０
议案九
议案十

增长率

１ ，７００．４０
１２ ，１３１．７１
４８ ，１４７．２１
５ ，２６７．６７
５ ，３７６．６０
６ ，５０５．８７

５

变动率

董事长：曹江林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５日
编号：２０１２－００３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决议暨召开２０１１年度
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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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了２０１１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本议案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２０１１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２０１１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本议案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２０１１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２０１１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确认， 公司２０１１年母公司实现净利润２８８，７５９，
６０９．３６元。
经综合考虑，拟定２０１１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每１０股派息１．３８元（
含税），分配总金额为８０，２８１，９１４．００
元（
含税）。
本议案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２０１１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确认，截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总股本为５８１，
７５３，０００股，母公司资本公积余额为４，８１４，０３５，８６９．２９元。
经综合考虑，拟定２０１１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以２０１１年期末总股本为基数，每１０股转增５
股，转增后资本公积余额为４，５３２，１５９，３６９．２９元。
本议案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２０１１年度高管人员薪酬考评方案；
八、审议通过了《
关于２０１１年度审计费用暨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２０１２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２０１１年度审计机构，并支付２０１１年年度审计费用９０
万元。
公司拟继续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２０１２年度审计机构，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根据２０１２年度审计工作业务量决定应付该公司的审计费用。
本议案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２０１２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巨石集团”）２０１２年度预计发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和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日常生产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具体包括：
（
１）向中建材集团进出口公司销售玻纤产品，预计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１５，３６４万元；
（
２）向中建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销售玻纤产品，预计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３，２５０万元；
（
３）向连云港中复连众复合材料集团销售玻纤产品，预计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２，５０４万元；
（
４）向桐乡恒石纤维基业有限公司销售玻纤产品，预计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２６，０９５万元；
（
５）向华美复合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玻纤产品，预计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９５４万元；
（
６）向东莞东石新材料开发有限公司销售玻纤产品，预计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２６０万元。
（
７）向桐乡磊石微粉有限公司和桐乡巨振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采购叶腊石粉，预计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人民币１９，１９１万元；
（
８）委托桐乡金石贵金属设备有限公司进行漏板加工，预计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９，７００万元；
（
９） 接受浙江宇石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提供的产品运输代理服务， 预计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３３，
０３８万元；
（
１０）接受海石国际有限公司提供的产品运输服务，预计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５５万元。
在审议上述（
１）、（
２）、（
３）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曹江林、蔡国斌、常张利、裴鸿雁回避表决，议案以５
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获得通过；在审议上述（
４）－（
１０）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张毓强、周森林回避表
决，议案以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了《
关于授权公司及全资子公司２０１２年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的议案》；
同意在预计总额度内由公司本部为下属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由巨石集团为其控股子公司（
包括海
外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 预计２０１２年公司及巨石集团为下属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额度如下：
（
１）预计公司为巨石集团提供担保的额度为人民币５０亿元；
（
２）预计公司为北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人民币１亿元；
（
３）预计巨石集团为巨石集团九江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人民币３０亿元；
（
４）预计巨石集团为巨石集团成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人民币２５亿元；
（
５）预计巨石集团为巨石攀登电子基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人民币５亿元；
（
６）预计巨石集团为其海外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３亿美元。
上述授权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议案之日起至公司召开２０１２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在上述预计总额度及上述授权有效期内的担保，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与担保有关的文件、协议（
包括
在有关文件上加盖公司印章），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将不再另行审议。 如发生超过预计总额度的担保，
则按照有关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报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另行审议。
本议案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了《
关于巨石集团有限公司及各子公司２０１２年远期结售汇额度的议案》；
同意２０１２年巨石集团及子公司在预计总额度４３，５００万美元内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
本议案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了《
关于授权公司及子公司２０１２年银行融资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同意２０１２年公司及子公司在２１５亿元总额度内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
上述授权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议案之日起至公司召开２０１２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在上述总额度及上述授权有效期内的综合授信额度，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有关的文件、协议（
包括在
有关文件上加盖公司印章），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将不再对单笔银行授信另行审议。
本议案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了《
关于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的工作计划的议案》；
本议案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获得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了《
关于巨石集团成都有限公司包装材料技改项目的议案》；
为提高产品包装质量、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巨石集团成都有限公司拟在生产基地新建木制品生产线、
纸制品生产线、玻璃纤维制品生产线和１１０ＫＶ变电站，项目总投资７，９９０万元，将通过企业自有资金和银
行贷款解决。
本议案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获得通过。
十五、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获得通过。

议案十一
议案十二
议案十三

议案名称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审议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费用暨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为公
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巨石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建材集团进出口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关于巨石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建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
案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关于巨石集团有限公司与连云港中复连众复合材料集团关联交易
的议案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关于巨石集团有限公司与桐乡恒石纤维基业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
议案
（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关于巨石集团有限公司与华美复合新材料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
案
（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关于巨石集团有限公司与东莞东石新材料开发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的议案
（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关于巨石集团有限公司与桐乡磊石微粉有限公司和桐乡巨振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珍成国际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关于巨石集团有限公司与桐乡金石贵金属设备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的议案
（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珍成国际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关于巨石集团有限公司与浙江宇石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
议案
（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关于巨石集团有限公司与海石国际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审议 《关于授权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总
额度的议案》
审议 《关于巨石集团有限公司及各子公司 ２０１２ 年远期结售汇额度
的议案》
审议《关于授权公司及子公司 ２０１２ 年银行融资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 《关于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司为巨石埃及玻璃纤维股
份有限公司 １．５６ 亿美元和 ０．５６ 亿美元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
同意 □
同意 □
同意 □
同意 □
同意 □

表决结果
反对 □ 弃权 □
反对 □ 弃权 □
反对 □ 弃权 □
反对 □ 弃权 □
反对 □ 弃权 □
反对 □ 弃权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如委托人未作具体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有股份：
受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股票代码：６００１７６
股票简称：中国玻纤
编号：２０１２－００４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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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５日在北京市海淀
区西三环中路１０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２０１２年３月５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李谊民主持，应到监事３名，实到监事３名，监事赵军因公出差，委托监事会主席李
谊民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公司法》、《
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
章程》的规定。 经审议，全体与会监事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２０１１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２０１１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
度的各项规定；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
真实地反映出了公司当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
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本议案以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２０１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２０１１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依据国家现行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和《
监事会议事规则》，认真履行职责，独立
发表意见，对公司依法运作情况实施监督。 监事会认为：
１、公司依法运作情况
公司章程》等公司规章运作，同时进一步制订和完善了内部有
２０１１年度公司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
关规章制度，各项决策程序合法，董事和经理层人员勤勉尽责，切实执行了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董事、经理
执行公司职务时无违反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及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２、检查公司财务状况
监事会对公司财务制度和财务状况进行了仔细认真地检查，认为２０１１年度财务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经营活动中未违反财务会计制度，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客观公正。
３、公司最近一次募集资金实际投入情况
２０１１年度公司未募集资金，公司的募集资金使用都已履行了相关程序。
４、公司收购资产情况
监事会对公司发行股份购买控股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司４９％股权进行了监督， 认为交易价格合
理、公允，未发现内幕交易、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以及造成公司资产流失的情况。
５、公司关联交易情况
监事会认为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是建立在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基础上，价格公允，未损
害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董事会在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均按规定回避
了表决。
６、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意见的情况
公司聘请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审计报告真
实、客观、准确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
７、公司利润实现与预测之间的差异情况
公司２０１１年度盈利预测与实际利润实现无较大差异。
本议案以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２０１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监事会审阅了公司《
２０１１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认为：公司２０１１年度内部控制制度合理、完
整，执行有效，能够合理地保证内部控制目标的达成，对董事会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无异议。
本议案以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履行社会责任的报告》。
本议案以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５日
股票代码：６００１７６
股票简称：中国玻纤
编号：２０１２－００５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２０１２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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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
中国玻纤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现对２０１２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说明如下：
一、预计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人
中建材集团进出口公司
中建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连云港中复连众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桐乡金石贵金属设备有限公司
桐乡磊石微粉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类别
销售商品（玻纤）
销售商品（玻纤）
销售商品（玻纤）
销售商品（玻纤）
运输服务
委托加工铂铑合金漏板
购买原材料（叶腊石矿粉）

桐乡巨振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购买原材料（叶腊石矿粉）

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
直接和间接控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总金额
１５ ，３６４
３ ，２５０
２ ，５０４
２７ ，３０９
３３ ，０９３
９ ，７００
１９ ，１９１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
中建材进出口”）
１、中建材集团进出口公司（
中建材进出口系成立于１９８５年的全民所有制企业； 目前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９号主语商务
中心４号楼１７－２１层；法定代表人为黄安中；注册资金为９亿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
三来一补”业务；经营转口贸易和对外贸易；销售建筑材料、有色金
属、汽车配件、五金矿产、交电化工、机械设备、工具配件、仪器仪表等。
中建材进出口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因此中建材进出口构成公
司的关联方。
“
中建材贸易”）
２、中建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中建材贸易系成立于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７日的有限责任公司；目前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９号主语国
际４号楼１７层；法定代表人为张劲松；注册资本为１亿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销售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汽车配件、五金交电、矿产品、化工产品等。
中建材贸易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因此中建材贸易构成公司的
关联方。
“
中复连众”）
３、连云港中复连众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中复连众成立于１９８９年１０月；目前住所为连云港市新浦区海连东路１９５号；法定代表人为任桂芳；注
册资本为１６，９７５．８５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压力管道元件制造（
按许可证经营）；风力发电机叶片，玻璃钢
及其它复合材料制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安装及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复合材料相关设备的制
造；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生产、科研所
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
三来一补”业
务；经营防腐保温工程、环保工程及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业务；与主营业务相关原材料的检验
及相关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及检验。
中复连众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因此中复连众构成公司的关联
方。
“
振石集团”）
４、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振石集团系成立于１９８９年６月１７日的有限责任公司，目前住所为浙江省桐乡市梧桐街道复兴路；法定
代表人为张毓强；注册资本为１．９７亿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复合材料、玻璃纤维及复合材料、化工产品（
不
含化学危险品和易制毒品）、新型建材、玻璃设备的制造、销售。
振石集团为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法人，因此振石集团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
桐乡金石”）
５、桐乡金石贵金属设备有限公司（
桐乡金石系成立于２００３年７月８日的外商投资企业，目前住所为桐乡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为张毓
强；注册资本为６０．４６万美元；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玻纤专用铂铑设备（
国家限制和禁止经营的除外）。
桐乡金石的实际控制人同时为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关联法人Ｐｅａｒ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
珍成国际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且桐乡金石为公司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的法人，因此桐乡金石构成
公司的关联方。
“
桐乡磊石”）
６、桐乡磊石微粉有限公司（
桐乡磊石系成立于２００４年３月３０日的外商投资企业，目前住所为桐乡市石门镇工业区，法定代表人为
张毓强；注册资本为２８９．２万美元；经营范围为其他非金属矿产品深加工（
不含危险化学品）。
桐乡磊石的实际控制人同时为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关联法人Ｐｅａｒ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
珍成国际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且桐乡磊石为公司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的法人，因此桐乡磊石构成
公司的关联方。
“
桐乡巨振”）
７、桐乡巨振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桐乡巨振系成立于２００１年１月８日的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０３年８月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目前住所为桐乡
市龙翔街道南王村；法定代表人为张毓强；注册资本为８４．６４３万美元；经营范围为其他非金属矿深加工（
不
含危险化学品）。
桐乡巨振的实际控制人同时为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关联法人Ｐｅａｒ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
珍成国际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且桐乡巨振为公司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的法人，因此桐乡巨振构成
公司的关联方。
三、履约能力分析
１、中建材进出口是国内较早成立的专业进出口公司，有完善的全球销售网络，并与国外客商有着广
泛的接触；中建材贸易由中建材进出口控股成立，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在物
流贸易板块的重要企业，在国内与百余家生产厂家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境外与全球１２０多个国家
和地区有良好的业务往来。
２、中复连众主要从事风力发电机叶片、玻璃钢及其他复合材料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公司实际
控制人在复合材料业务板块的重要企业，与国内外众多客户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以下简称“
恒石纤维”）、东莞东石新材料开发有
３、振石集团控股子公司桐乡恒石纤维基业有限公司（
限公司（
简称“
东莞东石”）和华美复合新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华美新材料”）预计在２０１２年度将购买
巨石集团的玻纤产品；浙江宇石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宇石物流”）、海石国际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海石国际”）预计在２０１２年度将为巨石集团提供运输服务。
振石集团为中外合资企业，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非金属矿业、化工产品、新型建材、玻璃设备、包
装材料制造、物流等，其主要业务均列同行业和地区前列，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履约能力。
４、桐乡金石、桐乡磊石和桐乡巨振
桐乡金石在技术、价格、地理位置和技术保密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拥有行业领先的漏板加工技术，
加工的漏板质量可靠、性能稳定，其工艺水平和加工能力可满足巨石集团生产需要；桐乡磊石和桐乡巨振
具有稳定的叶腊石粉生产能力，所供应的矿粉质量及品质均达到要求，可保证巨石集团持续稳定生产。 同
时，上述三家企业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和充足的现金流，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履约能力。
综上，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有较为充分的履约保障。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将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且原则上不偏离独立第
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准。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关联交易的目的
公司选择向中建材进出口、中建材贸易、中复连众、恒石纤维、华美新材料、东莞东石等关联方销售玻
纤产品，一方面是基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需；另一方面是基于对关联方的生产经营、管理情况及
资信情况较为清楚，历史合作良好。 双方的交易是以双方效益最大化、经营效率最优化为基础所做的市场
化选择，其目的是实现资源共享，充分体现了专业协作、优势互补的合作原则。
宇石物流、海石国际是专业运输公司，负责巨石集团、巨石美国公司部分玻纤产品出口及设备与原料
进口的国内陆路运输，以及水运、海运等的联络。
桐乡金石具有加工多孔径、大漏板的加工技术，加工的漏板质量可靠、性能稳定；桐乡磊石和桐乡巨
振供应的叶腊石粉质量及品质均达到了巨石集团对叶腊石粉的质量要求；同时，桐乡金石加工漏板的价
格、桐乡磊石和桐乡巨振供应的叶腊石粉价格对比市场价格均有一定的优势，所以公司一直使用上述关
联方的产品。
２、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严格遵循自愿、平等、诚信的原则，是完全的市场行为，交易双方可随时根据自身需要
及市场价格决定是否进行交易，因此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和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
因该等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六、审议程序
关于２０１２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５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在对巨石集团与中建材进出口、中建材贸易、中复连众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四名关联董事曹江
林、蔡国斌、常张利、裴鸿雁回避表决，五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通过。
在对巨石集团与振石集团下属直接和间接控股公司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 两名关联董事张毓强、
周森林回避表决，七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通过。
在对巨石集团与桐乡金石、桐乡磊石、桐乡巨振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张毓强、周森林回
避表决，七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通过。
关于２０１２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的相关资料，并对此发表了独
２、公司三名独立董事事前审核了《
立意见，认为：公司预计２０１２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系因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业务的需要而进行的，且交
易价格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体现了公平合理的市场化原则，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非关联股东利
益的情况，因此同意该等关联交易。
关于２０１２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届时，与该议案有利害关系
３、《
的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２、公司独立董事关于预计２０１２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５日
股票代码：６００１７６
股票简称：中国玻纤
编号：２０１２－００６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度预计担保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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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以下简称“
巨石集团”）
１、巨石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北新科技”）
２、北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巨石九江”）
３、巨石集团九江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巨石成都”）
４、巨石集团成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巨石攀登”）
５、巨石攀登电子基材有限公司（
６、巨石集团海外子公司
●２０１２年预计贷款担保金额及累计担保金额：
１、公司２０１２年预计为巨石集团担保５０亿元；
２、公司２０１２年预计为北新科技担保１亿元；
３、巨石集团２０１２年预计为巨石九江担保３０亿元；
４、巨石集团２０１２年预计为巨石成都担保２５亿元；
５、巨石集团２０１２年预计为巨石攀登担保５亿元；
６、巨石集团２０１２年预计为其海外子公司担保３亿美元。
●公司２０１１年末对外担保累计数量：６７．７４亿元
●公司２０１１年末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累计数未超过２０１０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的总额度
●公司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了保证公司各下属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２０１２年公司将为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
含全资子公司为
其子公司）总金额不超过１１１亿元人民币和３亿美元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以具体合同为准
担保议案已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全体与会董事一致通过，该议案将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巨石集团
巨石集团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地点：浙江省桐乡市；注册资本２５，６２０．８１０５万美元；法定代表人张
毓强；主要经营玻璃纤维、复合材料产品的制造与销售。
巨石集团截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的账面资产总额为１，５４３，８４９．３５万元，负债总额１，１７２，９９５．０９万元，净
资产３７０，８５４．２６万元，２０１１年净利润５４，３１３．７４万元，资产负债率７５．９８％。
２、北新科技
北新科技是公司控股９７．２２％的子公司，注册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注册资本９，０００．００万元；法定代表
人曹江林；主要经营新材料科研开发和技术咨询服务、投资兴办实业。
北新科技截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的账面资产总额为２１，６５０．００万元，负债总额１５，６２５．２６万元，净资产６，
０２４．７４万元，２０１１年净利润－１，８３２．３２万元，资产负债率７２．１７％。
３、巨石九江
巨石九江是巨石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注册地点：江西省九江市；注册资本５０，６００．００万元；法定代表人
杨国明；主要生产玻璃纤维及制品。
巨石九江截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的账面资产总额为２８０，１８１．２６万元，负债总额２１５，６９４．９４万元，净资产
６４，４８６．３１万元，２０１１年净利润４，９７６．７５万元，资产负债率７６．９８％。
４、巨石成都
巨石成都是巨石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注册地点：四川省成都市；注册资本６４，９９０．０７万元；法定代表人
杨国明；主要经营玻璃纤维及制品。
巨石成都截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的账面资产总额为２２０，９８８．３３万元，负债总额１４２，０４６．５４万元，净资产
７８，９４１．７９万元，２０１１年净利润５，９５５．５８万元，资产负债率６４．２８％。
５、巨石攀登
巨石攀登是巨石集团的子公司，注册地点：浙江省桐乡市经济开发区；注册资本２，９５０万美元；法定代
表人项茹冰；主要经营：生产销售玻璃纤维及制品（
限ＩＴ产业及其他高科技领域用）。
巨石攀登截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的账面资产总额为５７，４９３．８０万元， 负债总额２６，７８０．５６万元， 净资产
３０，７１３．２４万元，２０１１年净利润５，３０１．６１万元，资产负债率４６．５８％。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经认真审议，认为被担保方的资金主要用于生产经营及补充流动资金等，目的是开展正
常的业务活动，且被担保方为公司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公司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同意为其贷款
提供担保。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预计２０１２年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度为１１１亿元人民币和３亿美元，占２０１１年末净资产的３７６．６８％，无逾
期对外担保。
五、备查文件目录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５日
股票代码：６００１７６
股票简称：中国玻纤
编号：２０１２－００７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巨石集团
成都有限公司包装材料技改项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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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项目名称
巨石集团成都有限公司新建木制品生产线、纸制品生产线、玻璃纤维制品生产线和１１０ＫＶ变电站项
目（
简称“
巨石成都包装材料技改项目”）
● 投资金额
巨石成都包装材料技改项目总投资７，９９０万元。
● 投资项目建设期限
巨石成都包装材料技改项目计划于近期开始建设，预计２０１２年年６月完成。
● 预计投资收益
项目投入运营后，预计每年可增加效益及节约制造成本１，２９３．９７万元。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现就公司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
巨
石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成都有限公司（
简称“
巨石成都”）新建木制品生产线、纸制品生产线、玻
璃纤维制品生产线和１１０ＫＶ变电站项目的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
一）投资概述
１、项目的基本情况
巨石成都拟通过实现包装材料自制、实施玻璃纤维后加工调整产品结构以提高经济效益，并计划新
建１１０ＫＶ变电站。
本次项目投资未构成关联交易。
２、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巨石集团成都有限公司包装材料技改项目的议案》，
该议案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获得通过。
（
二）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巨石成都是巨石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注册地点：四川省成都市；注册资本６４，９９０．０７万元；法定代表人
杨国明；主要经营玻璃纤维及制品。
巨石成都截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的账面资产总额为２２０，９８８．３３万元，负债总额１４２，０４６．５４万元，净资产
７８，９４１．７９万元，２０１１年净利润５，９５５．５８万元，资产负债率６４．２８％。
（
三）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１、项目背景
巨石成都玻纤产品的包装材料目前主要为外部采购。 为提高产品包装质量、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巨石
成都拟通过掌握木制品、纸制品生产加工的工艺技术条件实现包装材料自制，同时通过建设玻璃纤维制
品生产线调整产品结构以提高经济效益，并计划按照目前生产基地的用电需求新建１１０ＫＶ变电站。
２、项目概况
巨石成都拟新建一条木制品生产线、一条纸制品生产线和一条玻璃纤维制品生产线。 生产线建成后，
预计年生产能力为：年产木托盘２０万只、木箱０．２万只、纸管１００万只、纸瓦５０万只、天地盖４０万张；年产玻纤
方格布３０００吨。
同时拟新建１１０ｋＶ变电站，变电站占地面积为４，６３９平方米。
３、项目建设进度计划
巨石成都包装材料技改项目计划于近期开始建设，预计２０１２年６月完成。
４、项目环保评价情况
项目将充分利用巨石成都积累的经验，严格管理、落实责任，各项污染指标均可控制在国家规定的标
准之内。 项目实施后将实现节能目标，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项目的建设符合“
达标排放、清洁生产、总量控
制”的原则，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是可行的。
５、项目审批情况
项目已获得成都市青白江区经济局的立项批复文件（
青经信技改备案［
２０１２］２号）。
（
四）投资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１、项目投资的资金来源安排：预计项目建设投资７，９９０万元，将通过企业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解决。
２、项目将有助于公司降低生产成本，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３、根据公司现有经营水平，预计项目投入运营后，每年可增加效益及节约制造成本１，２９３．９７万元。
三、备查文件目录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５日
股票代码：６００１７６
股票简称：中国玻纤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０８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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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以下简称“
巨石集团”）
１、巨石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巨石成都”）
２、巨石集团成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巨石攀登”）
３、巨石攀登电子基材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１、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担保３．７亿元，公司累计为巨石集团担保２５．５０亿元；
２、巨石集团本次为巨石成都担保３．３亿元，巨石集团累计为巨石成都担保１５．６１亿元；
３、巨石集团本次为巨石攀登担保０．７亿元，巨石集团累计为巨石攀登担保１．７亿元。
●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数量：６９．０７亿元
●公司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１、被担保人名称：巨石集团有限公司
担保协议总额：３７，０００万元
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期限半年至三年
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平安银行杭州分行
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巨石集团共计人民币３７，０００万元的贷款提供担保。 明细如下：
（
１）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申请的人民币３０，０００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期限３年；
（
２）向平安银行杭州分行申请的人民币７，０００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期限半年。
２、被担保人名称：巨石集团成都有限公司
担保协议总额：３３，０００万元
担保方式：连带担保责任
担保期限：期限半年至一年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成都锦城支行、交通银行成都青白江支行、工商银行成都青白江支行
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集团拟为其全资子公司巨石成都共计人民币３３，０００万元的贷款提供担保。 明细
如下：
（
１）向中国农业银行成都锦城支行分别申请的贷款
①人民币１，３１０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期限１年；
②人民币１，６９０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期限１年；
③人民币１，０００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期限１年；
④人民币１，０００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期限１年；
⑤人民币１７，０００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期限１年。
（
２）向交通银行成都青白江支行分别申请的贷款
①人民币２，０００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期限１年；
②人民币２，０００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期限１年；
③人民币２，０００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期限１年。
（
３） 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青白江支行申请的人民币５，０００万元流动资金贷款， 期限半
年。
３、被担保人名称：巨石攀登电子基材有限公司
担保协议总额：７，０００万元
担保方式：连带担保责任
担保期限：期限半年
债权人：浦发银行桐乡支行、华夏银行桐乡支行
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集团拟为其全资子公司巨石攀登共计人民币７，０００万元的贷款提供担保。 明细
如下：
（
１）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桐乡支行申请的人民币４，０００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期限半年；
（
２）向华夏银行桐乡支行申请的人民币３，０００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期限半年。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 并经公司２０１０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预计在
２０１１年度为巨石集团提供担保３８亿元；巨石集团预计在２０１１年度为巨石成都提供担保２４亿元，为巨石攀
登提供担保５亿元（
详见公司２０１１－００８号公告）。 在为上述贷款提供担保后，公司累计为巨石集团提供担保
２５．５０亿元，巨石集团累计为巨石成都提供担保１５．６１亿元，累计为巨石攀登提供担保１．７亿元，均未超过公
司预计的２０１１年度担保总额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巨石集团
巨石集团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地点：浙江省桐乡市；注册资本２５，６２０．８１０５万美元；法定代表人张
毓强；主要经营玻璃纤维、复合材料产品的制造与销售。
巨石集团截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的账面资产总额为１，５４３，８４９．３５万元，负债总额１，１７２，９９５．０９万元，净
资产３７０，８５４．２６万元，２０１１年净利润５４，３１３．７４万元，资产负债率７５．９８％。
２、巨石成都
巨石成都是巨石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注册地点：四川省成都市；注册资本６４，９９０．０７万元；法定代表人
杨国明；主要经营玻璃纤维及制品。
巨石成都截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的账面资产总额为２２０，９８８．３３万元，负债总额１４２，０４６．５４万元，净资产
７８，９４１．７９万元，２０１１年净利润５，９５５．５８万元，资产负债率６４．２８％。
３、巨石攀登
巨石攀登是巨石集团的子公司，注册地点：浙江省桐乡市经济开发区；注册资本２，９５０万美元；法定代
表人项茹冰；主要经营生产销售玻璃纤维及制品（
限ＩＴ产业及其他高科技领域用）。
巨石攀登截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的账面资产总额为５７，４９３．８０万元， 负债总额２６，７８０．５６万元， 净资产
３０，７１３．２４万元，２０１１年净利润５，３０１．６１万元，资产负债率４６．５８％。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经认真审议，认为被担保方的资金主要用于业务经营及补充流动资金等，目的是开展正
常的业务活动，且被担保方为公司下属子公司，公司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同意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９日，公司对外担保累计２６９，５９５．６０万元（
全部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控股子公司
对外担保累计４２１，０７４．３９ 万元（
全部为对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公司对外担保合计６９０，６６９．９９万元，占
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２００．２７％，无逾期对外担保。
五、备查文件目录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议
２０１０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５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