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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洛阳玻璃股份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洛阳玻璃股份」、「本公司」）（证券代码： H股 01108，

A股 600876），是 A+H两地上市公司。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于 1994年 4 月 6日在中国注册成立。于 1994年 6月 29

日发行了境外上市外资 H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于 1995年 9月

29日发行了人民币普通 A股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本公司是国内著名的浮

法玻璃、新能源材料生产商，在二十余年的发展进程中积累了领先的知识体系与

工艺经验，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曾先后获得“国家浮法玻璃质量

奖—银质奖”、“金质发明奖”、“全国消费者信得过产品”、“驰名商标”、“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等多项荣誉。 

本公司以“材料创造美好世界”为使命，坚持“善用资源、服务建设”的核心理

念，培育“创新、绩效、和谐、责任”的核心价值观，为努力实现企业与环境、

企业与员工、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做贡献。 

2021年，本公司积极推动做优做强做大新能源材料战略规划落地做实，精准谋

篇布局，强短板补弱项，加快新项目建设和资产并购重组步伐，巩固提升产能规

模，持续增强发展动能。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36.06亿元，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2.65亿元。 

寄望未来，洛阳玻璃股份将以技术、产品创新为引领，打造高端化、智能化、绿

色化的业务发展新格局，争做新能源材料产业的开拓者、引领者。 

扎实推进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 

截止本报告期末，本公司拥有八大玻璃生产基地，包括 7个全资子公司及 3个控

股子公司，玻璃生产线分布在河南、安徽、江苏、河北、四川等五省八市。 

本公司主导产品均位于相关产业链上游，属于关键基础性材料，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和行业技术进步要求。产品销售区域主要分布在国内广东、浙江、江苏、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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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河北及上海等 18个省(直辖市)。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分为信息显示玻璃、新能源玻璃两大板块。 

信息显示玻璃板块的主导产品为超薄电子玻璃基板。现有 3个全资子公司，其中

洛玻集团洛阳龙海电子玻璃有限公司（「龙海玻璃」）、洛玻集团龙门玻璃有限责

任公司（「龙门玻璃」）位于河南省洛阳市；蚌埠中建材信息显示材料有限公司（「蚌

埠中显」）位于安徽省蚌埠市。 

新能源玻璃板块的主导产品为光伏玻璃原片及深加工产品。现有 4个全资子公司

及 3个控股子公司，其中中建材（濮阳）光电材料有限公司（「濮阳光材」）位于

河南省濮阳县；中国建材桐城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桐城新能源」）位于安徽省

桐城市；中建材（合肥）新能源有限公司（「合肥新能源」）位于安徽省合肥市；

中建材（宜兴）新能源有限公司（「宜兴新能源」）位于江苏省宜兴市；凯盛（自

贡）新能源有限公司（「自贡新能源」）位于四川省自贡市；秦皇岛北方玻璃有限

公司（「北方玻璃」）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及中建材（洛阳）新能源有限公司（「洛

阳新能源」）位于河南省洛阳市。 

环境保护 

玻璃生产工艺具有连续化不间断生产特性。本公司一直致力于全面实施节能减

排、循环利用、生态保护等措施，以最大限度的降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环境影响。 

 玻璃生产线工艺流程图及主要污染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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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生产设施和生产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主要包括：燃料燃烧、原

料配料中碳粉氧化、原料碳酸盐分解、净购入电力和其他生产过程等排

放。 

2019年－2021 年洛阳玻璃股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年度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 550357.89 904406.25 851524.39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242623.62 615919.73 455458.31 

原料配料中碳粉氧化的排放量 68.51 123.74 139.985 

原料碳酸盐分解的排放量 96333.81 117256.02 175905.15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 211331.95 171106.76 220020.92 

2021年各生产线温室气体排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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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二氧化

碳排放总量

（tCO2 ） 

化石燃料燃

烧排放量

（tCO2） 

原料配料中

碳粉氧化的

排放量

（tCO2） 

原料碳酸

盐分解的

排放量

（tCO2） 

净购入使用的

电力对应的排

放量（tCO2） 

合  计 851524.39 455458.31 139.985 175905.15 220020.92 

龙海玻璃 55691.8 32002.68 34.1 7801.01 15854.01 

蚌埠中显 59997.76 27862.33 17.155 3608.99 28509.28 

桐城新能源 130840.34 65777.19 0 18282.4 46780.75 

合肥新能源 203214.16 96494.66 0 40033.44 66686.05 

宜兴新能源 111888.09 72867.11 0 30865.59 8155.39 

濮阳光材 113092.5 69007.6 88.73 30463.29 13532.88 

北方玻璃 133320.93 86451.43 0 29320.03 17549.46 

自贡新能源 43478.81 4995.31 0 15530.4 22953.1 

（注：表中数据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平板玻璃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核算。） 

 生产制造过程中产生的主要污染物：含尘气体、熔窑排出的烟气、噪声、

废水和固体废弃物。 

2019年－2021 年洛阳玻璃股份主要污染物排放数据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废气量（万标立方米） 210028 207672.87 383098.87 

SO2（吨） 80.584 40.951 71.855 

NOx（吨） 515.121 387.709 307.097 

颗粒物（吨） 26.133 26.001 31.328 

废水量（吨） 704239 904693 1457321.9 

COD（吨） 45.256 50.40 35.93426 

2021年各生产线主要污染物排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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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气量 

（万标立方米） 

SO2 

（吨） 

NOx 

（吨） 

颗粒物 

（吨） 

废水量 

（吨） 

COD 

（吨） 

合  计 383098.87 71.855 307.097 31.328 1457321.9 35.93426 

龙海玻璃 50736 2.4 3.3 2.6 26364 2.352 

蚌埠中显 35952.37 0.447 37.835 5.312 58325.8 7.874 

桐城新能源 25498 9.95 64.85 3.473 526304 0.1086 

合肥新能源 28401 34.3 103.9 8.2 452897 17.3 

宜兴新能源 49946 7.291 0 2.541 123883 5.944 

濮阳光材 55722.48 2.16 2.66 0.68 137062 0.0061 

北方玻璃 91908.36 7.54 38.61 3.65 2826.1 0.275 

自贡新能源 44934.66 7.767 55.942 4.872 129660 2.07456 

 

依法合规 

本公司认真贯彻执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环境保

护、节能、资源综合利用的专业标准。相关法律法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

年 12月 29日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 10月 26日修

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

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2022年 6月 5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 9月 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2012年 7月 1

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 年 10 月 1 日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2018年 10月 26日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

源法》（2018年 10月 26日修正）。 

本公司严格执行污染物排放标准，完善监测和减排系统，确保达标排放和清洁生

产。本公司所属生产子公司现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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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

分类 
污染物排放标准 主要污染物 排放浓度 

废气 

《电子玻璃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9495-2013） 

颗粒物 

SO2 

NOx 

颗粒物≤50 mg/m
3
 

SO2≤400 mg/m
3
 

NOx≤700 mg/m
3
 

《平板玻璃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6453-2011） 

颗粒物≤50 mg/m
3
 

SO2≤400 mg/m
3
 

NOx≤700 mg/m
3
 

《河南省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DB41/1066-2020） 

颗粒物≤10 mg/m3 

SO2≤100 mg/m3 

NOx≤300 mg/m3 

河北省《平板玻璃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

排放标准》（DB13/2168-2020） 

颗粒物≤8mg/m3 

SO2≤40 mg/m3 

NOx≤150 mg/m3 

废水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

三级标准 

pH 

COD 

SS 

BOD5 

NH3-N 

动植物油 

pH：6～9 

COD≤500mg/L 

SS≤240mg/L 

BOD5≤140mg/L 

NH3-N≤40mg/L 

动植物油≤100mg/L 

 

系统管理 

本公司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环境保护政策法规，以绿色发展为引领，在确保

各项排放指标稳定达标的前提下，坚持走低消耗、高效率，可循环、少排放的新

型企业成长道路。通过严格管理、持续改进、管理创新，推进公司环保水平提升，

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公司环境保护委员会和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领导小组，负责履行全公司环境保护管

理职责，组织制定公司环境保护发展战略、规章制度和工作规划，并对本公司环

境保护工作实施监督、检查和考核。已制定了《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环境保护

管理制度》、《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环境保护责任制》、《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环境保护管理实施细则》、《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环境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办法》、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能源节约与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制度》、《洛阳玻璃股

份有限公司能源节约与生态环境保护考核管理制度》、《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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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突发事件报告管理办法》、《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目标考核

管理制度》、《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制度》等规则制度，

持续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 

本报告期，本公司分别与所属子公司签订了《2021 年度生态环境保护目标承包

责任书》，制定并印发了本集团 2021 年生态环保工作要点，具体明确 2021 年度

工作目标和十项重点工作。 

积极响应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政策，提升绿色低碳发展水平，率先推动行业

碳减排工作。本公司已在合肥新能源生产线投资建设年产 5万吨二氧化碳捕集提

纯绿色减排示范项目，为探索行业低碳绿色发展在技术、建设、运行管理方面积

累经验，以逐步实现二氧化碳的捕集、回收，利用、再循环，为国家实现碳达峰

预定目标和碳中和愿景做出积极贡献。 

实施推广光伏建筑一体化应用。自贡新能源在项目建设初期就同步设计施工使用

光伏建筑一体化，将太阳能发电系统与生产线厂房东、南、西三面幕墙及屋顶融

合为一体，建成了玻璃幕墙光伏发电系统和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并网后年均发

电量可达 1500 万千瓦时。与相同发电量的火电相比，相当于每年可节约标煤 

4950 吨，相应每年可减少多种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其中减少二氧化碳(C02)约

14955 吨,二氧化硫(S02)约 450吨，粉尘约 105吨，氮氧化物(N0X)约 60 吨。 

全面提升分布式光伏发电、窑炉高温烟气余热发电系统等清洁能源的应用能力，

积极推进循环经济和能源节约，全年累计节能投入 1850.20 万元。其中，本公司

所属龙海玻璃、桐城新能源、合肥新能源等子公司均已建成了厂房屋顶光伏电站，

年均光伏发电量合计约为 1236.81万千瓦时；合肥新能源、北方玻璃各新建一座

余热锅炉,年均余热发电量分别约为 1483.64万千瓦时、1908.63 万千瓦时。 

持续加大环境保护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持，通过改进生产工艺流程，进一步降低能

耗和污染物排放水平，实现清洁生产，报告期累计投入 4350.79 万元。其中，合

肥新能源新增催化燃烧治理设施，可大幅度减少了有机废气的排放量；北方玻璃

对脱硫脱硝反应器、布袋除尘器等设施进行更换改造；宜兴新能源购置安装了污

水在线监测设备。 

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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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治理措施与资源化利用包括： 

 炉窑烟气采用电除尘器+脱硝反应器+半干法脱硫+布袋除尘处理。 

 粉尘主要产生于玻璃破碎系统及混配料系统，采用设置布袋除尘器的方

式进行收集处理。 

 噪声治理采用在设计上选择低噪声设备，合理布置噪声源：冷冻机组、

应急发电机、空压机、真空泵等强噪声源均布置在密闭厂房内；冷却塔

布置在动力厂房楼顶，加装环绕式隔声屏，尽可能降低生产设备噪声对

周围环境的影响。 

 废水采用调节→中和处理沉淀→循环的方式进行处理。对清洗废水进行

再利用，回用于常温冷却系统补水。冷冻机、空压机等冷却用水均循环

使用，以减少水资源的浪费。 

 固体废弃物主要包括布袋除尘器收尘、报废玻璃基板（半成品、成品）、

废耐火材料及废包装材料等，资源化利用措施包括：混料粉尘布袋除尘

器收尘及炉前料仓布袋收尘全部回用于生产中；报废玻璃基板全部回用

于生产中；废化学品包装物由原厂商回收再利用，一般废包装材料由废

品回收站回收。 

 促进循环经济及新能源的利用，全面提升分布式光伏发电、窑炉高温烟

气余热发电系统等清洁能源的应用能力。 

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本公司秉承“创新、绩效、和谐、责任”的核心价值观，从员工、客户、合作伙

伴、社区与媒体等利益相关方诉求出发，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员工权益保护 

本公司尊重并维护国际人权公约和劳工标准，坚决杜绝强制劳动，反对任何形式

的歧视，严禁和抵制雇佣童工。采用公开、公平、公正的形式招聘员工，坚持同

工同酬，尊重员工隐私。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有关法律法规，保护员工依

法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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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与员工签订并履行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签约率为 100%；按国家、省

和本地区的有关规定，依法足额为员工交纳养老、医疗、失业、工伤、

生育等社会保险，保障员工享受社会保险待遇。 

 按照《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等相关规定，实施员工带薪年休假制度，

为超出法定工作时间的劳动支付超时工资报酬。 

 不断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通过职代会

向职工代表报告公司年度生产经营情况和重大事项，并接受职工代表的

审议。本公司已建立了各级工会组织，通过各种形式解决员工在诉求表

达、矛盾处理等方面的问题，保障员工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 

 重视生产一线员工素质提高和技能培训，开展“导师带徒”活动，建立

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 7个，年度创新攻关立项 15 项，实现创新成果转

化 12项，创效 4252.46万元。2021年选拔培养省、市级工匠各 1人，2

个班组被命名为全国机冶建行业“百强班组”，1项创新成果获全国机冶

建行业职工创新成果特等奖。 

 坚持开展“送温暖”活动，年度走访慰问救助公司员工 87人次，发放

救助金 3.8万余元。 

 维护员工职业安全和健康权益，每年度为全体员工安排免费健康体检。

根据《妇女权益保护法》等有关规定对女员工实行特殊劳动保护,体检

率达 100％。 

安全生产 

本公司按照“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方针，在不断加大日常安

全监督管理力度的同时，将“安全目标管理”、“重大隐患排查”、“重大事故应急

体系建立与演练”、“危险源（点）分级监控”，作为实现本质安全、全面提升安

全生产水平的重要工作来抓。2021 年未发生死亡事故、重大死亡事故，轻伤事

故。 

 建立了严格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操作规范和应急预案，强化安全生产

责任追究制度，实行安全生产目标管理，根据安全工作总体控制目标签

订《安全承包责任书》。强化日常监督检查机制，落实安全环保月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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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制度；根据季节性变化及重大节假日安排，特别加强有针对性的安全

督查和专项排查，消除一切隐患。 

 加强事故的预防和控制、分级监控危险源（点），按照危险源（点）的

危险性和危害程度进行逐级控制管理。对各级的危险源（点）每月进行

定期检查，专职安全员分区域日巡检查，对发现的情况进行隐患整改回

执反馈，并专人专项督促限期整改，现场复检落实。确保危险源（点）

可控、会控、在控，有效防范了重大事故的发生。 

 建立重大事故应急救援体系与机制，重视安全生产投入，保障各项安全

措施落实到位。本公司下属危险源集中的生产单位每年都组织专业人员

及时修订应急救援预案和演练方案，并加强日常演练。 

 坚持“用度合理、全面防护”的理念，坚决杜绝无防护用具、无防护设

备进行作业，在安全防护措施方面确保足额购买、及时发放。年度累计

投入安全（含职业健康、消防）防护资金 498.11 万元。 

 持续推进“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制订了安全生产风

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并督促落实。2021年，本公司所属龙

海玻璃建立了安全管理信息化平台；蚌埠中显、合肥新能源、桐城新能

源完善了“六项机制安全生产风险管控报告”；宜兴新能源、北方玻璃

组织开展风险点排查，制作风险查找指导手册，建立风险点清单，落实

具体管控措施，建立安全生产风险公告制度，制作生产经营单位风险点

管控网格化安全管理分级图等；濮阳光材通过河南省企业安全生产风险

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建设专家评估验收。 

 加强职业卫生管理，保障职工身体健康。落实新建、改建、扩建工程“三

同时”安全管理制度，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从业人员生命和

财产安全。公司定期开展员工健康体检并建立职业病档案，及时发放劳

动防护用品，保障员工的身体健康。 

 增强员工安全意识，提高应急技能，2021年接受各类消防安全培训的员

工累计达 6548人（次）。全年组织开展了“安全生产月”、“熔窑玻璃水

渗漏应急演练观摩学习”、“全国安全知识网络竞赛活动”、“安全生产公

开课”以及观看安全警示教育片等形式多样的培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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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权益保护  

本公司一直致力于建立与供应商、经销商之间顺畅沟通、诚信合作、互利双赢的

战略合作关系，以诚信守约、高质量产品、优质服务为供应商、经销商发展提供

支持，切实保护供应商、客户及消费者的权益。  

 规范供应商管理，选择优秀供应商作为供应链的合作伙伴，建立长期的

战略协作关系。实施集中招标采购，完善公平、公正的供应商评价体系，

为供应商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安排生产技术专业人员，无偿为供应商

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确保进厂原材料符合质量标准和要求。 

 坚持以质量求生存，以创新求发展，积极推进质量意识提高和质量管理

体系日益完善，为客户和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本公司不断完

善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厂的质量管理体系，确保各道工序的过程质量控

制。始终以客户关注为焦点，充分利用各种有效途径，开展客户满意度

信息的收集和分析活动，针对客户提出的有效意见或建议，制定纠正措

施并落实到具体部门及时改进，用户满意度逐年提高。 

 充分发挥自有技术创新优势，不断加大技术攻关力度及研发成果的推广

运用，扩大产品系列，提高产品品质。2021年研发投入达 1.57亿元，

同比增长约 20%；年度申请专利 47件，其中发明专利 21件，实用新型

专利 26件；新增授权专利 35 件，其中发明专利 6件，实用新型专利 29

件。 

公共关系 

本公司及所属各子公司积极承担所处社区的企业社会责任，建立与社区的良好关

系，对涉及的社区从交通安全、人身安全和公共健康等方面创造了一个安全健康

的环境。主张邻里和谐、公平交流、相互尊重。 

坚决反对商业贿赂和行业垄断，以建设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为原则，

积极参与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

益，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把依法纳税作为履行社会责任、回馈社会的最基本要求，一直如实申报税额，及

时缴纳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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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营活动中，遵循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

主动接受政府部门和监管机关的监督和检查，重视社会公众及新闻媒体对本公司

的监督评论。 

高度重视公司管治水平提升 

本公司积极致力于实现并保持高标准的企业治理水平，不断完善公司治理。本公

司已建立了以《公司章程》为基础，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为主

体结构的决策与经营体系，完善健全内部各项管理制度。构建了以风险管理为入

手，以职责明确为核心、以完善落实制度建设为保障，以流程梳理规范为依托的

内控预防体系，通过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的规范和实施，合理保证经营管理合规合

法、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促进本公

司实现发展战略。 

遵守企业管制守则 

本公司已经采纳《上市规则》附录十四的《企业管治守则》所载原则。 

董事及监事之证券交易 

本公司已采纳《上市规则》附录十的《证券交易的标准守则》 

本公司已向全体董事及监事作出具体查询，且董事及监事确认于报告期内一直遵

守《证券交易的标准守则》。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及就董事所知

其关联人士概无在本公司或其相联法团的股份、相关股份及债权证中拥有权益或

淡仓，或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352条规定记录在册之权益或淡仓。 

有关现任及报告期内离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及报酬情况载于年

度报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一节。 

董事会 

董事会定期召开会议并根据需要及时召开临时会议。本报告期，董事会会议次数

为 21次，所有董事均亲身或通过视频方式积极参与。2021年董事及专业委员会

成员出席情况载于年度报告《公司治理》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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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在任董事 11名，其中包括 5名执行董事

张冲先生、谢军先生、马炎先生、王国强先生、章榕先生，2名非执行董事任红

灿先生、陈勇先生，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叶树华先生、何宝峰先生、晋占平先生、

张雅娟女士。有关董事的个人资料载于年度报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

员工情况》一节。 

第九届董事会成员及专业委员会组成 

委员会 

董事会委员 

战略 

委员会 

提名 

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 

合规 

委员会 

审计（或审核） 

委员会 

  执行董事 

张冲先生 

（董事长) 
主任委员 委员 委员   

谢军先生 

（副董事长） 
委员   委员  

马炎先生 

（总经理、财务总监） 
委员     

王国强先生 

（副总经理） 
     

章榕先生 

（副总经理） 
     

非执行董事 

陈勇先生 委员     

任红灿先生      

独立非执行董事 

晋占平先生 委员 主任委员    

叶树华先生   主任委员  委员 

何宝峰先生  委员   主任委员 

张雅娟女士   委员 主任委员 委员 

董事会专业委员会 

公司董事会下设审计（或审核）委员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和合规委员会等五个专业委员会。各委员会根据其工作细则的要求履行其

职责，协助董事会更有效地履行并完成《上市规则》附录十四 D3.1 述及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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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职能。 

2021年各专业委员会工作情况及会议情况载于年度报告《公司治理》一节。 

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 

董事会对风险管理及内部控制制度及检讨其有效性负有责任。监事会对董事会建

立和实施内部控制进行监督。 

董事会审计（或审核）委员会负责检讨本公司财务状况、内部监控制度的执行和

效果及风险管理和控制情况，负责与本公司内、外部审计（或审核）的沟通、监

督和核查工作。 

经理层负责组织领导风险管理及内部控制的日常运行，本公司审计部负责风险管

理和内部控制制度的具体实施和监督检查。本公司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对本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审计

报告及披露。 

董事会通过审计（或审核）委员会检讨本公司风险管理及内部控制的充足性和有

效性。本公司已编制了《2021年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全面风险管理报告》。按

照本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管理办法》和《2021年自我评价实施方案》的要求，

报告期末组织开展了对本公司 9个职能部室及所属子公司内控管理体系运行情

况的全面监督评价，编制了《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于 2022年 3月 30日，该报告已登载于香港联交所网站、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

本公司网站。 

与股东关系 

董事会认为与股东的有效沟通，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及方便他们及时了解本公

司的业务和发展前景非常重要。本公司通过参加投资者交流会、业绩说明会、网

络互动平台等方式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重视创造良好和谐的投资者关系，及时

回应投资者的问题。董事会秘书处安排专人负责接听投资者咨询电话、接收电子

邮件，解答投资者的疑问和问询，接待投资者现场来访及调研。本公司网站载有

公司资料、公司刊登的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季度报告以及临时公告、通函等，

方便股东及投资者及时获取本公司的最新资讯。 

本公司尊重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公司章程》明确，股东通过参加股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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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行使表决权参与公司重大决策；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

有权向董事会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

本公司 3%以上（含 3%）股份的股东，有权以书面形式向本公司提出提案。 

本公司保持经营活动独立，具有独立经营的决策权，对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企业不

存在依赖关系。 

报告期内，本公司依次召开了《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2021 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2021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

议》《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本公司股东大会情况简介及

查询索引如下表： 

会议届次 召开日期 决议刊登的指定网站

的查询索引 

决议刊登的 

披露日期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 

2021 年 2 月 9 日 http://www.sse.com.cn 

http://www.hkexnews.hk 

2021 年 2 月 10 日 

2021 年 2 月 9 日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2021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2021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

会议 

2021 年 3 月 12 日 http://www.sse.com.cn 

http://www.hkexnews.hk 

2021 年 3 月 13 日 

2021 年 3 月 12 日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 2021 年 6 月 28 日 http://www.sse.com.cn 

http://www.hkexnews.hk 

2021 年 6 月 29 日 

2021 年 6 月 28 日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 

2021 年 7 月 21 日 http://www.sse.com.cn 

http://www.hkexnews.hk 

2021 年 7 月 22 日 

2021 年 7 月 21 日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 

2021年 10月 18 日 http://www.sse.com.cn 

http://www.hkexnews.hk 

2021年 10月 19 日 

2021年 10月 18 日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 

2021年 12月 22 日 http://www.sse.com.cn 

http://www.hkexnews.hk 

2021年 12月 23 日 

2021年 12月 22 日 

章程修订 

根据中国适用法律及法规以及上市规则的规定，报告期内对本公司《章程》作出

修订。有关修订分别于 2021 年 3 月 12 日召开的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2021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2021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议；于 2021

年 10月 18日召开的公司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中获股东审议批准。 

主要修订内容：（1）本公司于 2021年 8月 1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新增的 97,134,531 股股份的登记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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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及限售手续后，本公司总股本由 548,540,432股变更为 645,674,963股，公司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48,540,432元变更为 645,674,963元。为此，对本公司《章

程》相关条款进行相应修订。（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自 2020年 3月

1日起施行）有关投资者保护的规定，对本公司《章程》第九十八条涉及公开征

集股东投票权内容作出修订。 

本公司章程文本可于本公司、上交所及联交所网站查阅。 

核数师薪酬 

董事会审计（或审核）委员会负责审核外聘核数师及其担任的非审计工作的独立

性。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获本公司 2020年股东周年大会批准，

续聘为本年度外聘核数师。年内核数师薪酬载于年度报告《重要事项》一节。 

公司秘书 

报告期内，公司秘书为香港沛森沛林会计师行叶沛森先生。公司秘书就本公司管

治事宜向董事长汇报，并确保董事之间及董事与股东之间信息交流良好，及遵循

董事会政策和程序。2021年叶先生已接受了不少于 15小时的相关专业培训以更

新其技能及知识。 

本公司内部与公司秘书联络的主要联系人为董事会秘书吴知新女士，其联系方式

载于年度报告《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一节。 

二〇二二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