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局、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程雁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吴育辉

1.3� 公司负责人曹德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向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林学娟保证季度报告

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3,886,856,797 16,875,594,048 4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5,658,566,751 8,798,303,246 77.97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261,596,793 2,593,543,121 -12.8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9,695,288,530 9,358,415,273 3.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848,767,879 1,576,454,399 17.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49,180,800 1,542,802,559 19.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25 19.80 减少5.5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9 0.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9 0.7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9,695,335 -37,542,88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

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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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47,175 49,919,456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

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

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

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

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

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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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1,731 24,994,683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

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067,924 -25,037,06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5,025,535 -12,747,11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5,345,960 -412,921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9,695,335 -37,542,88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

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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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47,175 49,919,456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

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

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

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

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

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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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1,731 24,994,683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

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067,924 -25,037,06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5,025,535 -12,747,11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5,345,960 -412,921

注：HKSCC� NOMINEES� LIMITED即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所持股份是代表多个客户持有。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原因分析

单位：元 （下同）

?项目 注释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差异变动金额及幅度

金额 %

货币资金 注释1 5,943,479,160 507,161,367 5,436,317,793 1,072

应收票据 注释2 724,654,181 544,506,008 180,148,173 33

长期股权投资 注释3 45,372,881 161,044,559 -115,671,678 -72

在建工程 注释4 3,078,728,333 1,982,260,342 1,096,467,991 55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负债

注释5 7,193,150 1,703,200 5,489,950 322

应交税费 注释6 211,672,604 341,606,487 -129,933,883 -38

应付利息 注释7 24,553,235 35,932,586 -11,379,351 -3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注释8 1,307,281,450 385,000,000 922,281,450 240

其他流动负债 注释9 309,723,880 -309,723,880 -100

长期借款 注释10 536,000,000 813,000,000 -277,000,000 -34

应付债券 注释11 399,558,199 -399,558,199 -100

资本公积 注释12 6,220,619,811 209,827,007 6,010,792,804 2,865

少数股东权益 注释13 16,287,907 4,320,077 11,967,830 277

1、货币资金增加主要是本报告期收到H股募集资金所致。

2、应收票据增加主要为本报告期商业汇票贴现业务减少所致。

3、长期股权投资减少为本报告期出售两家合营企业股权所致。

4、在建工程增加主要是本报告期美国汽玻项目、美国浮法项目、天津汽玻项目等持续投入以及其他

公司技改支出所致。

5、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增加为本公司及子公司部分未交割远期结汇

合同重新估算为未实现损失所致。

6、应交税费减少主要为应缴所得税减少：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的2015年第14号《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执行<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有关企业所得税问题的公告》文件精神，地处西部地区的子公司

享受西部大开发15%所得税税率政策优惠，本报告期冲回11-14年度原暂按25%税率计提的10%税

率差额计1.15亿元所致。

7、应付利息减少主要为支付中期票据年度利息及部分一次还本付息的借款本期到期偿还所致。

8、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为应付债券(中期票据)及部分长期借款在一年内到期，转入本科目

列报所致。

9、其他流动负债减少主要为本报告期偿还短期融资券3亿元所致。

10、长期借款减少主要为部分长期借款在一年内到期，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列报所致。

11、应付债券减少为应付债券(中期票据)于一年内到期，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列报所致。

12、资本公积增加为本报告期H股发行溢价形成资本公积。

13、少数股东权益增加主要为原全资子公司保定福耀吸收外部单位1,000万元投资款所致。

3.1.2公司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原因分析

?项目 注释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

告期末（1-9月)

?差异变动金额及幅度

金额 %

财务费用 注释1 -164,926,253 185,292,304 -350,218,557 -189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注释2 -4,309,659 12,115,533 -16,425,192 -136

营业外收入 注释3 71,272,094 45,891,283 25,380,811 55

营业外支出 注释4 83,932,582 15,124,769 68,807,813 455

少数股东损益 注释5 1,967,830 -319,619 2,287,449 -716

1、财务费用减少主要为本报告期人民币贬值导致汇兑收益大幅增加所致。

2、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减少主要是本公司及子公司远期结汇合同因人民币贬值重新估算产生的未实

现损失所致。

3、营业外收入增加主要为本报告期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4、营业外支出增加主要为本报告期子公司福耀美国向代顿大学捐赠700万美元及其他所属子公司

处置固定资产损失所致。

5、少数股东损益变动主要是由于非全资子公司溆浦福耀本报告期投产产生收益所致。

3.1.3公司现金流量项目大幅度变动的原因分析

?项目 注释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

报告期末（1-9

月）

?差异变动金额及幅度

金额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注释1 81,882,056 54,524,931 27,357,125 5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注释2 202,366,480 107,611,034 94,755,446 88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注释3 85,583,855 85,583,855 10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

到的现金净额

注释4 52,793,206 52,793,206 100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注释5 34,741,980 70,840,000 -36,098,020 -51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注释6 6,554,491,086

6,554,491,

086

1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注释7 170,000,000 300,000,000

-130,000,

000

-43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

付的现金

注释8 1,719,892,894 1,182,241,828 537,651,066 45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注释9 31,495,114 4,955,208 26,539,906 536

1、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主要为政府补助收入增加所致。

2、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主要为本报告期处于筹建期的子公司开办费用支出增加及

福耀美国向代顿大学捐赠700万美元支出及所致。

3、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增加为本报告期收到合营企业分配的股利款。

4、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增加主要为本报告期出售两家合营企业股权所致。

5、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主要为本报告期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同比减少所

致。

6、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为本报告期发行H股收到的募集资金。

7、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主要是本报告期比去年同期减少发行短期及超短期融资

券。

8、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增加主要为本报告期分配股利支出增加所致。

9、支付其他与筹资相关的现金为本报告期发行H股支付的费用。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

背景

承

诺

类

型

承诺

方

承诺

内容

承诺时

间及期

限

是

否

有

履

行

期

限

是否

及时

严格

履行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未完

成履行

的具体

原因

如未

能及

时履

行应

说明

下一

步计

划

其他

承诺

分

红

福耀

玻璃

工业

集团

股份

有限

公司

公司未来三年（2015-2017年度）的股东分红回报规划如

下：1、利润分配形式：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公司章程》和本规划有关规定和条件，同时保持利润分

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的前提下，公司可以采取现金、

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

他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

润的范围，不应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在利润分配方

式中，相对于股票股利，公司优先采取现金分红的方式。

公司具备现金分红条件的，应当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

分配。 如果公司采用股票股利进行利润分配的，应当具

有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的摊薄等真实合理因素。 2、

利润分配的期间间隔：在公司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

润为正数的前提下，公司每年度至少进行一次利润分配。

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在未来三年，公司董事局

可以根据公司当期的盈利规模、现金流状况、发展阶段及

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分红。 3、现金分红的

具体条件及最低现金分红比例：在保证公司能够持续经

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如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

资金支出等事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除外）发生，在公司

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数的前提下，公司应当

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

润应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20%，具体每个年

度的分红比例由董事局根据公司年度盈利状况和未来资

金使用计划提出预案。 4、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在

公司经营状况、成长性良好，且董事局认为公司每股收益、

股票价格、每股净资产等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时，公司

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比例的前提下，同时采取发放

股票股利的方式分配利润。 公司在确定以股票方式分配

利润的具体金额时，应当充分考虑发放股票股利后的总

股本是否与公司目前的经营规模、盈利增长速度、每股净

资产的摊薄等相适应，并考虑对未来债权融资成本的影

响，以确保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和长

远利益。 5、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公司董事局应当综

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

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

情形，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

分红政策：（1）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

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

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80%；（2）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

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

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40%；（3）公司发展阶

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20%；公

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

照前项规定处理。 6、公司在上一会计年度实现盈利，但

公司董事局在上一会计年度结束后未提出现金分红方案

的，应当征询独立董事的意见，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未提

出现金分红方案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

用途，独立董事还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并公开披露。

7、利润分配方案的制定及执行：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

公司董事局提出利润分配预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接受所有股东、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公司利润分配

预案的建议和监督。 在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

出决议后，公司董事局应当在股东大会召开后2个月内完

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承诺公

布日

期：

2015年

3月12

日，承

诺履行

期限：

2015年

1月1日

至2017

年12月

31日

是 是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

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曹德旺

日期 2015-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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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局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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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第八届董事局第六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6日

上午在福建省福清市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福耀工业村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15

年10月8日以专人递送、电子邮件、传真等形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曹德旺

先生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应到董事8名，实际参加会议董事8名，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全体与会董事以举手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为：赞成8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二、因福建省耀华工业村开发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陈凤英女士与本公司董事长曹德旺先生、副董事长曹晖先生为

同一家庭成员，福建省耀华工业村开发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在上述二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由其余

六位无关联关系的董事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向福建省耀华工业村开发有限公司租赁房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

成6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三、因公司董事曹晖先生、陈向明先生在本公司的合营企业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兼任董事职务，在上述两

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由出席会议的其余六位无关联关系的董事审议通过《关于2016年度公司与特耐王包

装(福州)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6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2016年1－7月公司与福建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为：赞成8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本公司及子公司福耀(香港)有限公司于2015年6月3日与宁波宏协离合器有限公

司、宏协（香港）企业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本公司将所持有的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24%的股权转

让给宁波宏协离合器有限公司,福耀(香港)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25%的股权转让给宏

协（香港）企业有限公司。 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已于2015年7月办理完毕上述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手续，并

同时办理了公司名称变更登记。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及子公司福耀(香港)有限公司已不再持有该公司的任

何股权，该公司名称也已由“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变更为“福建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10.1.6条规定“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为

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或关联自然人，仍视同上市公司的关联人” ，因此，福建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在2016年7月

前仍是与本公司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公司在2016年1-7月与该公司发生的交易仍为关联交易。

五、审议通过《关于2016年1－7月公司与宁波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为：赞成8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本公司于2015年4月24日与宁波宏协离合器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本公

司将所持有的宁波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49%的股权转让给宁波宏协离合器有限公司，宁波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

公司已于2015年7月办理完毕上述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手续，并同时办理了公司名称变更登记。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

后，本公司已不再持有该公司的任何股权，该公司名称也已由“宁波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变更为“宁波宏协承

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10.1.6条规定“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者

自然人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或关联自然人，仍视同上市公司的关联人” ，因此，宁波宏协

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在2016年7月前仍是与本公司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公司在2016年1-7月与该公司发生的

交易仍为关联交易。

六、审议通过《关于2016年1－7月公司与重庆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为：赞成8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重庆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系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已更名为“福建

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持有其100%股权的公司，重庆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已于2015年8月办理完毕公司

名称变更手续，该公司名称已由“重庆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变更为“重庆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10.1.6规定“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曾

经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或关联自然人，仍视同上市公司的关联人” ，因此，重庆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在2016年

7月前仍是与本公司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公司在2016年1-7月与该公司发生的交易仍为关联交易。

七、因公司董事曹晖先生为福建三锋汽配开发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同时曹晖先生间接持有福建三锋汽

配开发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公司在2016年度与该公司发生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在关联董事曹德旺先生、曹晖先生

回避表决的情况下，由出席会议的其余六位无关联关系的董事审议通过《关于2016年度公司与福建三锋汽配开发有

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6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八、因公司董事曹晖先生为福建三锋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同时曹晖先生间接持有福建三锋机

械科技有限公司60%的股权，公司在2016年度与该公司发生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在关联董事曹德旺先生、曹晖先生

回避表决的情况下，由出席会议的其余六位无关联关系的董事审议通过《关于2016年度公司与福建三锋机械科技有

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6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为：赞

成8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董事局同意公司向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4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

额度（具体授信额度、授信品种、授信期限最终以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同意的为准）。 同时，董事

局同意授权董事长曹德旺先生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与上述申请授信、借款等业务有关的授信合同、借款合同、凭证等各

项法律性文件。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福耀玻璃美国有限公司向JPMorgan� Chase� Bank,� N.A.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8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董事局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福耀玻璃美国有限公

司向JPMorgan� Chase� Bank,� N.A.申请5,500万美元综合授信额度（具体授信额度、授信品种、授信期限最终以

JPMorgan� Chase� Bank,� N.A.同意的为准）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以上担保事项的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担

保范围、担保期限、责任承担等）以公司与JPMorgan� Chase� Bank,� N.A.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同时，董事局同

意授权董事长曹德旺先生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与上述担保事项有关的保证合同、凭证等各种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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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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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6日上午在福建

省福清市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福耀工业村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白照

华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15年10月8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应参加会议监事

三人，白照华先生、陈明森先生、倪时佑先生三位监事均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为：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各项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

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3号———季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

（2014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及其它相关要求，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2、截至监事会提出本意见时止，监事会未发现参与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

定的行为。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福建省耀华工业村开发有限公司租赁房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3票赞成，0票反对，

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2016年度公司与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3票赞

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2016年1－7月公司与福建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为：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2016年1－7月公司与宁波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为：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2016年1－7月公司与重庆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为：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2016年度公司与福建三锋汽配开发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3票

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关于2016年度公司与福建三锋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3票

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监事会认为：

1、公司采取以租代建的方式取得并使用福建省耀华工业村开发有限公司房产，能为公司形成稳定的后勤配套

设施，有利于扩大公司的生产规模，提高公司资产的流动性，使公司节约更多的资金用于发展主业，提升公司的核心

竞争力。 并且交易价格参考房屋所在地的市场租赁价格的方式定价，并以具体合同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合同内

容按照一般商务条款拟订，属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之整体利益。 因此，公司与福建省耀华工业村开发有

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无关联关系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

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2、公司与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福建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宁波宏协承汽

车部件有限公司、重庆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福建三锋汽配开发有限公司、福建三锋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发生日常

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交易行为，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与关联方的协同效应，有利于公司健康稳定的发展；并且，公司

与上述关联方均能够按照公平、公开、公正、合理的原则协商交易价格，交易价格采取参考市场价格或以成本加合理

利润、参考周边市场价格的方式定价，并以具体协议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协议内容系按照一般商务条款拟订，属

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之整体利益。 因此，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

尤其是无关联关系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

产生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3、全体监事依法列席了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六次会议，公司董事局在审议、表决上述关联交易时，全体董事均

履行了谨慎、勤勉、尽责的义务，关联董事已依法回避对关联交易的表决，公司独立董事也对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

见，公司董事局对上述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公司已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无关联关系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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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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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被担保人名称：福耀玻璃美国有限公司。

2、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福耀玻璃美国有限公司担保数量：本次担保数量为5,500万美元，本次担保事项（按

5,500万美元折算为人民币约34,987万元计算） 发生后， 公司累计为福耀玻璃美国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数量为5,

500万美元。

3、 本次担保有无反担保：无。

4、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截止2015年9月30日及本公告披露日止，本公司累计为下属直接或间接的控股或全资

子公司22,000万元人民币（不含本次披露的担保主债权金额）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福耀玻璃美国有限公司生产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15年10月26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局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福耀

玻璃美国有限公司向JPMorgan� Chase� Bank,� N.A.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董事局同意公司为

全资子公司福耀玻璃美国有限公司向JPMorgan� Chase� Bank,� N.A.申请5,500万美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具体授信额度、授信品种、授信期限最终以JPMorgan� Chase� Bank,� N.A.同意的为准）。 以上担保事项

的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担保范围、担保期限、责任承担等）以公司与JPMorgan� Chase� Bank,� N.A.签订的相关

合同内容为准。 同时，公司董事局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曹德旺先生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与上述担保事项有关的保证合

同、凭证等各种法律文件。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福耀玻璃美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福耀玻璃美国” ） 在美国俄亥俄州公司注册处登记注册， 公司编号：

2277948。 福耀玻璃美国注册成立于2014年3月，注册地址为美国俄亥俄州Moraine市，注册资本为16,000万美元，

其中本公司持有福耀玻璃美国100%的股权。 福耀玻璃美国的主营业务为：汽车玻璃生产及销售。

截止2014年12月31日，福耀玻璃美国的资产总额为11,635.80万美元，负债总额为130.05万美元，所有者权益为

11,505.75万美元，2014年度福耀玻璃美国尚处于建设期，净利润为-144.25万美元。（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5年9月30日，福耀玻璃美国的资产总额为33,130.56万美元，负债总额为20,072.30万美元，所有者权益

为13,058.26万美元，2015年1-9月福耀玻璃美国未实现收入， 净利润为-1,636.04万美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额度：本次公司为福耀玻璃美国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主债权为5,500万美元综合授信额度；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以上担保事项的具体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担保范围、 担保期限、 责任承担等） 以公司与JPMorgan� Chase�

Bank,� N.A.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四、董事局意见

公司董事局认为：福耀玻璃美国是在公司管控下的境外全资子公司，其业务经营在公司的管控范围内，公司为子

公司福耀玻璃美国向JPMorgan� Chase� Bank,� N.A.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系为了满足福耀玻

璃美国生产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公司为子公司福耀玻璃美国提供担保的风险低，安全性高。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15年9月30日及本公告披露日止，本公司累计为下属直接、间接控股或全资子公司22,000万元人民币银

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占本公司截至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按合并财务报表中的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合计数计算）879,830.32万元的比例为2.50%，公司不存在为全资、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单位或个人的债务

提供担保的情形，本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担保债务逾期的情况。

本次公司对福耀玻璃美国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担保事项 （按5,500万美元折算为人民币约34,987万元计

算）发生后，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56,987万元人民币，占本公司截至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按合

并财务报表中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数计算）879,830.32万元的比例为6.48%。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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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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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10.2.5条规定的标准，无需

提交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在董事局表决通过后即为有

效，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的有关规定。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与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福建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宁波宏协承汽

车部件有限公司、重庆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福建三锋汽配开发有限公司、福建三锋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发生日常

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交易价格公平、公开、公正、合理，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

性产生不良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交易内容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的有关要求，2015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的第八届董事局

第六次会议对本公司与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福建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宁波

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重庆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福建三锋汽配开发有限公司、福建三锋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在2016年度发生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预计并审议。

●关联人回避事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及《公司章程》规定，董事局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

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1、因公司董事曹晖先生、陈向明先生在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兼任董事职务，在公司董事局审议《关于2016

年度公司与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时，关联董事曹晖先生、陈向明先生回避表决，由

出席会议的其余6名无关联关系的董事一致审议通过该议案。

2、公司董事与福建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宁波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重庆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无

关联关系，因此，在公司董事局审议《关于2016年1－7月公司与福建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关于2016年1－7月公司与宁波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于2016年1－7月

公司与重庆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三项议案时，不存在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的情形。

3、因公司董事曹晖先生为福建三锋汽配开发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同时曹晖先生间接持有福建三锋汽

配开发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在公司董事局审议《关于2016年度公司与福建三锋汽配开发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时，关联董事曹晖先生、曹德旺先生（曹晖先生之父亲）回避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余6名无关联关系的

董事一致审议通过该议案。

4、因公司董事曹晖先生为福建三锋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同时曹晖先生间接持有福建三锋机

械科技有限公司60%的股权，在公司董事局审议《关于2016年度公司与福建三锋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时，关联董事曹晖先生、曹德旺先生（曹晖先生之父亲）回避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余6名无关联关系的董

事一致审议通过该议案。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15年10月26日上午，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六次会议在福建省福清市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福耀工业村本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在关联董事对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回避表决的情况下，由出席会议的无关

联董事审议通过《关于2016年度公司与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于2016年1－7

月公司与福建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于2016年1－7月公司与宁波宏协承汽车部

件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于2016年1－7月公司与重庆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关于2016年度公司与福建三锋汽配开发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于2016度年公司与

福建三锋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独立董事意见

（1）在公司召开董事局会议审议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前，独立董事LIUXIAOZHI（刘小稚）女士、吴育辉先生、程

雁女士就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同意的意见，具体内容如下：“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提供的《关于2016

年度公司与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于2016年1－7月公司与福建宏协承汽车部

件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于2016年1－7月公司与宁波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关于2016年1－7月公司与重庆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于2016年度

公司与福建三锋汽配开发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于2016年度公司与福建三锋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及其他相关材料，我们认为公司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是合理的，该等日常关联交

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该等日常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无关联

关系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将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局会议审议，公司董事局会议在审议上述日

常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

（2）在公司召开董事局会议审议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时，独立董事LIUXIAOZHI（刘小稚）女士、吴育辉先生、程

雁女士就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如下：“我们认为，公司与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特耐王包

装(福州)有限公司、福建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宁波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重庆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福建三锋汽配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三锋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

要，充分发挥公司与关联方的协同效应，有利于公司健康稳定的发展。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能够按照公平、公开、公正、

合理的原则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交易价格采取参考市场价格或以成本加合理利润、 参考周边市场价格的方式定价。

因此，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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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我们对上述议案表示同

意。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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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

类型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人 2015年预计金额

2015年1－9月实

际发生金额

购买

商品

采购原材料 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 14,200.00 9,806.59

采购原材料

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已更名为：福建宏协承汽车部

件有限公司，下同）

8,300.00 5,127.37

采购原材料

宁波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已更名为：宁波宏协承汽车部

件有限公司，下同）

12,500.00 7,779.64

采购原材料

重庆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已更名为：重庆宏协承汽车部

件有限公司，下同）

3,500.00 1,707.27

采购产成品 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3,600.00 1,803.84

小计 42,100.00 26,224.71

销售

商品

销售产成品及

原辅材料

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1,320.00 1,119.61

销售产成品及

原辅材料

宁波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15.00 1.29

销售原辅材料 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 25.00 13.02

小计 1,360.00 1,133.92

水电汽等

其他公用

事业费用

(销售)

销售水、电

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 120.00 81.25

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100.00 59.72

销售水、电、气 重庆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 12.28

小计 220.00 153.25

其它

流入

房屋租赁费

收入

重庆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 2.86

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613.95 517.70

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 6.62 6.62

管理咨询费

收入

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 300 176.91

小计 920.57 704.09

合计 44,600.57 28,215.97

（三）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

类型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人

2016年交易金额

上限

2015年1－9月实

际发生金额

购买

商品

采购原材料 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 14,000.00 9,806.59

采购原材料 福建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4,000.00 5,127.37

采购原材料 宁波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6,000.00 7,779.64

采购原材料 重庆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2,000.00 1,707.27

采购产成品 福建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2,000.00 1,803.84

小计 28,000.00 26,224.71

销售

商品

销售产成品及

原辅材料

福建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750.00 1,119.61

销售原辅材料 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 20.00 13.02

小计 770.00 1,132.63

水电汽等

其他公用

事业费用

(销售)

销售水、电

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 130.00 81.25

福建三锋汽配开发有限公司 80.00 -

福建三锋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25.00 -

小计 235.00 81.25

房屋租赁费

收入

福建三锋汽配开发有限公司 449.40 -

福建三锋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171.60 -

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 6.62 6.62

管理咨询费

收入

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 300.00 176.91

小计 927.62 183.53

合计 29,932.62 27,622.12

备注：1、本公司及子公司福耀(香港)有限公司于2015年6月3日与宁波宏协离合器有限公司、宏协（香港）企业有

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本公司将所持有的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24%的股权转让给宁波宏协离合器有

限公司,福耀(香港)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25%的股权转让给宏协（香港）企业有限公

司。 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已于2015年7月办理完毕上述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手续，并同时办理了公司名称

变更登记。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及子公司福耀(香港)有限公司已不再持有该公司的任何股权，该公司名称也

已由“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变更为“福建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14年修订）》第10.1.6条规定“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或

关联自然人，仍视同上市公司的关联人” ，因此，福建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在2016年7月前仍是与本公司不存在

控制关系的关联方，公司在2016年1-7月与该公司发生的交易仍为关联交易。 2016年度公司与福建宏协承汽车部件

有限公司的交易金额上限为2016年1－7月数据。

2、本公司于2015年4月24日与宁波宏协离合器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本公司将所持有的宁波福耀汽车

零部件有限公司49%的股权转让给宁波宏协离合器有限公司，宁波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已于2015年7月办理完

毕上述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手续，并同时办理了公司名称变更登记。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已不再持有该公

司的任何股权，该公司名称也已由“宁波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变更为“宁波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10.1.6条规定“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在过去十二个月内，

曾经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或关联自然人，仍视同上市公司的关联人” ，因此，宁波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在2016

年7月前仍是与本公司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公司在2016年1-7月与该公司发生的交易仍为关联交易。 2016年

度与宁波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的交易金额上限为2016年1－7月数据。

3、本公司及子公司福耀(香港)有限公司于2015年6月3日与宁波宏协离合器有限公司、宏协（香港）企业有限公

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本公司将所持有的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24%的股权转让给宁波宏协离合器有限公

司,福耀(香港)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25%的股权转让给宏协（香港）企业有限公司，福

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已于2015年7月办理完毕上述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手续，并同时办理了公司名称变更登

记。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及子公司福耀(香港)有限公司已不再持有该公司的任何股权，该公司名称也已由

“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变更为“福建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重庆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系福建

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的公司， 重庆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已于2015年8月办理完毕公司名

称变更手续，该公司名称已由“重庆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变更为“重庆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10.1.6条规定“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

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或关联自然人，仍视同上市公司的关联人” ，因此，重庆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在2016年7

月前仍是与本公司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公司在2016年1-7月与该公司发生的交易仍为关联交易。 2016年度与

重庆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的交易金额上限为2016年1－7月数据。 由于公司与重庆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发

生的房屋租赁费收入较小，故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中没有预计该等关联交易金额。

4、本公司出租福建三锋汽配开发有限公司的房屋共两座，其中一座（《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为融房权证R字第

0803578号）坐落于中国福建省福清市石竹街道太城农场福耀工业区2区，预计租赁的建筑面积：18,608平方米，租

赁单价为13元/平方米/月；另一座（《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为融房产证R字第0801835号）坐落于宏路镇太城农场

（福耀工业村二区）；预计租赁的建筑面积：10,200平方米，租赁单价为13元/平方米/月。

5、本公司出租福建三锋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的房屋坐落地址于宏路镇太城农场（福耀工业村二区），预计租赁建

筑面积：11,000平方米，租赁单价为13元/平方米/月。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

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于2005年12月，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注册资本

为680万美元，其中：本公司出资333.20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49%；特耐王中国集团有限公司出资346.80万美元，占

注册资本的51%。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清市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铃木雄二，经营范围：生产高档双层和

三层纸板；包装装潢印刷品。 截止2015年9月30日，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11,130.19万元人民币，

负债总额为1,869.81万元人民币，所有者权益为9,260.38万元人民币，2015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2,021.53元人民

币，实现净利润914.87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本公司现持有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49%的股权，本公司董事曹晖先生、陈向明先生在特耐王包装(福州)有

限公司兼任董事职务，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是与本公司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2、福建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福建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变更前名称为“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注册成立于2006年8月，企业

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注册资本为2,500万元人民币，其中：宁波驰飞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出

资1,275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51%；宏协（香港）企业有限公司出资625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25%；宁波宏

协离合器有限公司出资6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4%。 注册地址：福清市福耀工业村二区，法定代表人：胡宏，经营范

围： 汽车零配件制造及销售自产产品 （涉及审批许可项目的， 只允许在审批许可的范围和有效期限内从事生产经

营）。 截止2015年9月30日， 福建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14,833.76万元人民币， 负债总额为10,

581.12万元人民币，所有者权益为4,252.64万元人民币，2015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9,100.15万元人民币，实现净利

润1,882.61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本公司及子公司福耀(香港)有限公司于2015年6月3日与宁波宏协离合器有限公司、宏协（香港）企业有限公司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 本公司将所持有的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24%的股权转让给宁波宏协离合器有限公

司,福耀(香港)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25%的股权转让给宏协（香港）企业有限公司。 福

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已于2015年7月办理完毕上述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手续，并同时办理了公司名称变更登

记。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及子公司福耀(香港)有限公司已不再持有该公司的任何股权，该公司名称也已由

“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变更为“福建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年修订）》第10.1.6条规定“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或关

联自然人，仍视同上市公司的关联人” ，因此，福建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在2016年7月前仍是与本公司不存在控

制关系的关联方。

3、宁波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宁波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变更前名称为“宁波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注册成立于2008年7月，企业

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注册资本为2,500万元人民币，其中：宁波驰飞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出

资1,275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51%；宁波宏协离合器有限公司出资1,225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49%。 注册

地址：北仑区小港陈山西路88号3幢1号，法定代表人：胡宏，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及其他机动车零部件、模具、注塑

件、家用电器配件的制造，特种密封材料及制品的制造、加工，机械加工，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除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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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5年9月30日， 宁波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27,488.15万元人民币， 负债总额为20,

265.40万元人民币，所有者权益为7,222.75万元人民币，2015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6,035.70万元人民币，实现净

利润3,672.99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本公司于2015年4月24日与宁波宏协离合器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本公司将所持有的宁波福耀汽车零

部件有限公司49%的股权转让给宁波宏协离合器有限公司，宁波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已于2015年7月办理完毕

上述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手续，并同时办理了公司名称变更登记。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已不再持有该公司

的任何股权，该公司名称也已由“宁波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变更为“宁波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10.1.6条规定“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在过去十二个月内，

曾经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或关联自然人，仍视同上市公司的关联人” ，因此，宁波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在2016

年7月前仍是与本公司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4、重庆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重庆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变更前名称为“重庆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注册成立于2010年6月，企业

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注册资本为4,500万元人民币，其中：福建宏协承汽车部件

有限公司（变更前名称为“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出资4,50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100%。 注册地

址：重庆北部新区经开园翠宁路1号，法定代表人：胡宏，经营范围：制造汽车零部件及其他机动车零部件、模具、注塑

件，特种密封材料及制品的制造、加工，机械加工。截止2015年9月30日，重庆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14,866.13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9,243.99万元人民币，所有者权益为5,600.14万元人民币，2015年1－9月实现营

业收入11,332.02万元人民币，实现净利润999.98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本公司及子公司福耀(香港)有限公司于2015年6月3日与宁波宏协离合器有限公司、宏协（香港）企业有限公司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 本公司将所持有的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24%的股权转让给宁波宏协离合器有限公

司,福耀(香港)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25%的股权转让给宏协（香港）企业有限公司，福

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已于2015年7月办理完毕上述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手续，并同时办理了公司名称变更登

记。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及子公司福耀(香港)有限公司已不再持有该公司的任何股权，该公司名称也已由

“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变更为“福建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重庆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系福建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的公司， 重庆福耀汽车零部件

有限公司已于2015年8月办理完毕公司名称变更手续，该公司名称已由“重庆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变更为“重

庆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10.1.6条规定“法人或其他

组织或者自然人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或关联自然人，仍视同上市公司的关联人” ，因此，

重庆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在2016年7月前仍是与本公司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5、福建三锋汽配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三锋汽配开发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于2015年7月，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为

2,000万元人民币，其中，三锋控股管理有限公司的出资额为2,00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100%。注册地址：福建

省福州市福清市福耀工业村二区，法定代表人：曹晖，经营范围：汽车零配件的制造及销售自产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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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曹晖先生是福建三锋汽配开发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曹晖先生通过三锋控股管理有限公司间

接持有福建三锋汽配开发有限公司100%的股权。福建三锋汽配开发有限公司是与本公司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6、福建三锋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三锋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于2015年7月，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注册资本

为1,000万元人民币，其中，福建省世高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的出资额为40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40%；三锋控

股管理有限公司的出资额为60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60%。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市福耀工业村二区，

法定代表人：曹晖，经营范围：自动化机械设备、五金、塑胶机械设备、工装模具设备研究开发、制造及销售自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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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曹晖先生是福建三锋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曹晖先生通过三锋控股管理有限公司间

接持有福建三锋机械科技有限公司60%的股权。 福建三锋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是与本公司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福建三锋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的另一方股东福建省世高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公司与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时，遵循公平、公开、公正、合理的原则协商交易价格，交易价

格采取参考市场价格或以成本加合理利润的方式定价。

2、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福建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宁波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重庆宏协承汽车部件

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时，将遵循公平、公开、公正、合理的原则协商交易价格，采取参考市场价格的方式定价，并依

据双方签订的相关协议进行。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将参考与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进行的交易标的及数量相类似的同期交易，以确定交易对方

福建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宁波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重庆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提供的价格及交易条

件是否公平合理，以及是否不会逊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独立第三方之间的交易条款。

3、本公司与福建三锋汽配开发有限公司、福建三锋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时，将遵循公平、公开、公正、

合理的原则协商交易价格，采取参考周边市场价格的方式定价，以确定与交易对方福建三锋汽配开发有限公司、福建

三锋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的租赁条件是否公平合理，并依据双方签订的相关协议进行。

公司预计在2016年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

规定的标准，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在公司董事局表决通过后即为有效，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年修订）》的有关规定。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及进行关联交易的原因和益处

公司与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福建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宁波宏协承汽车

部件有限公司、重庆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福建三锋汽配开发有限公司、福建三锋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发生日常关

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经营的需要，充分发挥公司与关联方的协同效应，有利于本公司健康稳定的发展。

公司与关联方将按照公平、公开、公正、合理的原则协商确定交易价格，交易价格采取参考市场价格或以成本加合理

利润、参考周边市场价格的方式定价，并以具体协议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协议内容系按照一般商务条款拟订，协

议条款及相关交易属公平合理，反映了正常的商业条款，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之整体利益，公司预计的与特耐王

包装(福州)有限公司、福建三锋汽配开发有限公司、福建三锋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在2016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上

限是合理的， 与福建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宁波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重庆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在

2016年1－7月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上限是合理的；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无关联关系股东

的利益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 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者被其控

制。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同意函及独立意见。

2、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六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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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租赁房产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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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义

本公司 指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耀华工业村 指 福建省耀华工业村开发有限公司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规定的标准，无需提交福耀

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在董事局表决通过后即为有效，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的有关规定。

●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租赁面积合计为138,281.86M2， 其中127,629.86M2的房产将用于职工宿舍及后勤配套、10,652M2的标

准厂房将用于公司产成品和原材料的存放仓库。 公司采取以租代建的方式取得并使用上述租赁房产，能为公司形成

稳定的后勤配套设施，有利于扩大公司的生产规模，提高公司资产的流动性，使公司节约更多的资金用于发展主业，

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交易内容

本公司向耀华工业村承租其所有的位于福建省福清市宏路镇福耀工业村一区和二区的地下一层仓库、职工食堂

及会所、员工宿舍及耀华工业村一区的标准厂房，租赁面积合计为138,281.86M2，月租金为1,797,664.18元人民币，

年租金为21,571,970.16元人民币。 租赁期限为三年，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

●关联人回避事宜

因耀华工业村的董事长陈凤英女士与本公司董事长曹德旺先生、副董事长曹晖先生为同一家庭成员，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及相关规定，本公司向耀华工业村租赁房产构成关联交易。在公司董事局

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议表决时，关联董事曹德旺先生和曹晖先生已回避对该项关联交易的表决。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1、 本公司拟向耀华工业村租赁其所有的位于福建省福清市宏路镇福耀工业村一区、 二区的地下一层仓库15,

822.23M2，月租金为13元/M2；职工食堂及会所9,025.76M2，月租金为13元/M2；员工宿舍（套房554套、单身公寓

793间、集体宿舍177间）102,781.87M2，月租金为13元/M2；标准厂房10,652M2，月租金为13元/M2。 租赁总面积

为138,281.86M2，月租金为1,797,664.18元人民币，年租金为21,571,970.16元人民币。

2、2015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局第六次会议，在关联董事曹德旺先生和曹晖先生回避表决的情况

下，由出席会议的其余六位无关联关系的董事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福建省耀华工业村开发有限公司租赁房产的

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6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独立董事LIUXIAOZHI(刘小稚)女士、吴育辉先生和程雁女士在

本项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董事局审议前出具了事前同意的意见， 并在公司董事局审议本项关联交易时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

3、本项关联交易属于公司董事局的决策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耀华工业村注册成立于1992年5月，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注册资本18,245.88万元人民

币，其中香港洪毅有限公司的出资额为18,245.88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0%。注册地址：福清市宏路镇棋山村，法定代

表人：陈凤英；经营范围：在福清市宏路镇棋山村西北面开发建设公用基础设施、工业用地和生活服务配套设施；经营

管理所建物业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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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耀华工业村的董事长陈凤英

女士与本公司董事长曹德旺先生、副董事长曹晖先生为同一家庭成员，耀华工业村为本公司关联方。 截至2015年9月

30日止， 耀华工业村的资产总额为72,477.31万元人民币， 负债总额为51,863.90万元人民币， 所有者权益为20,

613.41万元人民币，2015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062.16万元，实现营业利润741.91万元，实现净利润741.92万元人

民币。（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定价政策和交易价格：本次房屋租赁的定价政策是以房屋所在地的市场租赁价格为基础，并经双方协商后确

定。 租赁总面积为138,281.86M2，月租金为1,797,664.18元人民币，年租金为21,571,970.16元人民币。

2、租赁期限：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

3、交易结算方式：每年度租金分两次以银行转账方式付清，分别为每年1月份的15日前支付上半年度的租金和7

月份的15日前支付下半年度的租金。

4、其他：租赁房屋的财产保险费用由耀华工业村承担；租赁房屋的内部新装修费用由本公司负责；租赁期满，本

公司若需继续租赁，应在合同到期前30天向耀华工业村提出续租意向并与其协商办理续租手续，在同等条件下，本

公司有优先承租权。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和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情况

本公司向耀华工业村租用的房屋毗邻本公司在中国的主要营业地点及生产基地。 本次租赁面积合计为138,

281.86M2， 其中127,629.86M2的房产将用于职工宿舍及后勤配套、10,652M2的标准厂房将用于公司产成品和原

材料的存放仓库。 公司采取以租代建的方式取得并使用上述租赁房产，能为公司形成稳定的后勤配套设施，有利于

扩大公司的生产规模，提高公司资产的流动性，使公司节约更多的资金用于发展主业，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五、独立董事意见

1、在公司召开董事局会议审议本项关联交易前，独立董事LIUXIAOZHI(刘小稚)女士、吴育辉先生和程雁女士

就本项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如下：“我们同意将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局会议

进行审议，公司董事局会议在审议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

2、在公司董事局会议审议本项关联交易时，独立董事LIUXIAOZHI(刘小稚)女士、吴育辉先生和程雁女士对本

项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如下：“本项关联交易能为公司形成稳定的后勤配套设施，有利于扩大

公司的生产规模，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采用以租代建方式取得并使用租赁房产，提高了公司资产的流动性，使

公司节约更多的资金用于发展主业，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本项关联交易的房屋租赁价格参考了周边市场价格，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无关联关系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我们对公司向耀华工业村租赁房产的关联交易事项表

示同意。 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六次会议对本项关联交易进行审议时，关联董事曹德旺先生、曹晖先生依法予以了回

避，会议的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合规，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六、备查文件

1、本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六次会议决议；

2、本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项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同意函及独立意见。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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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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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10月2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福建省福清市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福耀工业村本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4

其中：A股股东人数 43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人数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10,755,600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878,133,833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32,621,76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26%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5.00%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3.2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局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曹德旺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中国证

监会公告[2014]46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5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7人，程雁女士因公出差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局秘书陈向明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管左敏先生、黄贤前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陈继程先生为第八届董事局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

份数

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

代表

股份

数

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

代表

股份

数

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

2、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

代表股

份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

代表股

份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

A股 877,200,151 99.89 2,400 0.00 931,282 0.11

H股 332,621,767 10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

合计：

1,209,821,

918

99.92 2,400 0.00 931,282 0.08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不含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代表股

份数

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代表股

份数

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

《关于选举陈

继程先生为第

八届董事局董

事的议案》

149,942,160 99.38 2,400 0.00 931,282 0.62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其中：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方为通

过。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本公司于2015年9月1日公告的《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的会议资料。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和会议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浏览并下载。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鉴证律师：蔡钟山、蒋浩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5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

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27日

公司代码：

600660

公司简称：福耀玻璃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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