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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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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施卫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彭玉喜

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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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8,352,639.01 174,327,083.04 -3.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061,358.02 -17,681,207.24 9.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6,347,917.03 -17,653,927.57 7.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725,284.91 17,758,201.35 -278.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10 -0.0451 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10 -0.0451 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 -1.21% 0.1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821,015,506.69 1,883,484,947.00 -3.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14,481,954.50 1,530,404,846.22 -1.0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09,231.04 

1.根据财建【2012】1411 号文，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12 年

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等建设项

目资金（指标）的通知，本期确

认 2012 年窑炉技改项目资金摊

销 121,238.94 元；2.根据 2017

年 11月 28日十六届县政府第十

七次常务会议纪要，凤阳县财政

局关于 2016 年凤阳县兑现惠企

政策奖励，2016 年凤阳县政府

兑现惠企政策中大气污染防治

技术改造项目奖励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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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8.86 元；窑炉生产线技术

改造项目奖励摊销 44,724.27

元；3.根据皖人社发【2014】18

号关于印发安徽省公益性岗位

发放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收到

安徽省和凤阳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公益性岗位补贴

31,748.97 元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1,969.88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4,641.91  

合计 286,559.0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7,53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施卫东 境内自然人 42.24% 165,545,800 124,159,350 质押 116,000,000 

新余德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0% 19,600,000 13,000,000 质押 16,000,000 

深圳市前海钻盾

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钻盾－长江

二号混合策略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7% 12,032,800 0 质押 0 

李欣 境内自然人 1.41% 5,533,805 0 
质押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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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晴芬 境内自然人 1.40% 5,472,522 0 质押 0 

陶然 境内自然人 1.14% 4,467,400 0 质押 0 

韩玉英 境内自然人 1.03% 4,047,333 0 质押 0 

丁亦飞 境内自然人 0.98% 3,827,900 0 质押 0 

张威 境内自然人 0.91% 3,580,000 0 质押 0 

陶德仙 境内自然人 0.90% 3,516,800 0 质押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施卫东 41,386,450 人民币普通股 41,386,450 

深圳市前海钻盾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钻盾－长江二号混合策略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12,032,8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32,800 

新余德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0 

李欣 5,533,805 人民币普通股 5,533,805 

倪晴芬 5,472,522 人民币普通股 5,472,522 

陶然 4,467,400 人民币普通股 4,467,400 

韩玉英 4,047,333 人民币普通股 4,047,333 

丁亦飞 3,827,900 人民币普通股 3,827,900 

张威 3,5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80,000 

陶德仙 3,516,800 人民币普通股 3,516,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施卫东、新余德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发起人股东，德尚投资股东蔡祝凤与公司实际控

制人施卫东先生为夫妻关系，张亚周与施卫东之间系连襟关系，黄晓祖、黄平、张伯平、

熊金峰系施卫东的姐夫；其他发起人股东之间，发起人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

上述发起人股东以外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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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李欣、陶然、陶德仙分别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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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的构成及变动分析： 

                                                                                         单位：万元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变动 备注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货币资金 13,695.76  24,636.68  -10,940.92  -44.41% 说明1 

    应收票据 215.00  415.29  -200.29  -48.23% 说明2 

    应收账款 21,282.94  20,174.87  1,108.07  5.49%   

    预付款项 2,059.17  1,492.00  567.17  38.01% 说明3 

    应收股利 0.00  0.00        

    其他应收款 1,137.58  1,453.00  -315.42  -21.71%   

    存货 25,337.59  24,174.21  1,163.38  4.81%   

    其他流动资产 2,032.99  1,918.30  114.69  5.98%   

流动资产合计 65,761.03  74,264.34  -8,503.31  -11.45%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1,877.00  21,202.00  675.00  3.18%   

    长期股权投资 26,247.04  26,342.39  -95.35  -0.36%   

    固定资产 58,044.74  55,128.54  2,916.20  5.29%   

    在建工程 827.12  1,696.38  -869.26  -51.24% 说明4 

    无形资产 5,620.21  5,675.93  -55.72  -0.98%   

    长期待摊费用 33.09  36.94  -3.85  -10.42%   

    递延所得税资产 2,063.47  2,164.79  -101.32  -4.68%   

    其他非流动资产 1,627.86  1,837.18  -209.32  -11.39%   

非流动资产合计 116,340.52  114,084.15  2,256.37  1.98%   

资  产  总  计 182,101.55  188,348.49  -6,246.94  -3.32%   

说明： 

1、货币资金期末较期初减少 10,940.92 万元，降低 44.41%，主要系本期公司偿还银行贷款 4,280.00

万元、支付对外投资款项 675.00 万元、以及预付设备款等共同影响所致。 

2、应收票据期末较期初减少 200.29 万元，降低 48.23%，主要系本期公司以承兑背书方式支付的货款

增加所致。 

3、预付账款期末较期初增加 567.17 万元，增长 38.01%，主要系窑炉项目改造预付款项增加所致。 

4、在建工程期末较期初减少 869.26 万元，降低 51.24%，主要系本期窑炉改造完成，以及脱硝脱硫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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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转固所致。 

（二）、负债及所有者权益的构成及变动分析： 

                                                                                                                                                 

单位：万元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变动 备注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短期借款 0.00  2,000.00  -2,000.00  -100.00% 说明1 

    应付票据 9,143.58  11,768.39  -2,624.81  -22.30%   

    应付账款 16,631.38  13,500.97  3,130.41  23.19%   

    预收款项 1,579.83  1,616.60  -36.77  -2.27%   

    应付职工薪酬 1,815.28  1,838.77  -23.49  -1.28%   

    应交税费 575.03  1,388.58  -813.55  -58.59% 说明2 

    应付利息 0.00  5.97  -5.97  -100.00% 说明3 

    其他应付款 370.24  357.56  12.68  3.5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0.00  2,280.00  -2,280.00  -100.00% 说明4 

流动负债合计 30,115.33  34,756.84  -4,641.51  -13.35%   

    长期借款 0.00  0.00        

    递延收益 443.35  461.10  -17.75  -3.85%   

非流动负债合计 443.35  461.10  -17.75  -3.85%   

负 债 合 计 30,558.68  35,217.93  -4,659.25  -13.23%   

    股本 39,195.07  39,195.07  0.00  0.00%   

    资本公积 90,456.96  90,443.11  13.85  0.02%   

    其他综合收益 2,124.03  2,124.03  0.00  0.00%   

    盈余公积 4,440.88  4,440.88  0.00  0.00%   

    未分配利润 15,231.26  16,837.39  -1,606.13  -9.5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51,448.20  153,040.48  -1,592.28  -1.04%   

   少数股东权益 94.67  90.08  4.59  5.10%   

所有者权益合计 151,542.87  153,130.56  -1,587.69  -1.04%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合计 182,101.55  188,348.49  -6,246.94  -3.32%   

说明： 

1、短期借款期末较期初减少 2,000.00 万元，降低 100%，主要系本期金融机构贷款到期归还本金所致。 

2、应交税费期末较期初减少 813.55 万元，降低 58.59%，主要系本期缴纳了去年申请延期的增值税所

致。   

3、应付利息期末较期初减少 5.97 万元，降低 100%，主要系期末无银行贷款，不计提应付利息所致。 

4、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较期初减少 2,280.00 万元，降低 100.00%，主要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意德丽塔（滁州）水晶玻璃有限公司的长期借款到期，本期归还到期的长期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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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润的构成及变动分析：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年1-3月 2017年

1-3月 

增减变动 备注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一、营业总收入 16,835.26  17,432.71  -597.45  -3.43%   

  其中: 营业收入 16,835.26  17,432.71  -597.45  -3.43%   

二、营业总成本 18,262.81  19,071.91  -809.10  -4.24%   

   其中:营业成本 13,922.11  14,058.12  -136.01  -0.97%   

        税金及附加 312.62  265.36  47.26  17.81%   

        销售费用 796.02  1,043.10  -247.08  -23.69%   

        管理费用 1,930.57  2,660.40  -729.83  -27.43%   

        财务费用 -18.81  114.46  -133.27  -116.43% 说明1 

        资产减值损失 1,320.31  930.46  389.85  41.90% 说明2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14.19  -5.14  -109.05  -2121.60% 说明3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0.00%   

       资产处置收益（亏损以“-”号填列） -0.07  0.00  -0.07  -100.00% 说明4 

       其他收益 20.92  0.00  20.92  100.00% 说明5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520.89  -1,644.34  123.45  -7.51%   

    加: 营业外收入 42.91  54.44  -11.53  -21.18%   

    减：营业外支出 24.71  56.15  -31.44  -55.99% 说明6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502.69  -1,646.05  143.36  8.71%   

    减：所得税费用 103.85  125.86  -22.01  -17.49%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606.54  -1,771.91  165.37  9.33%   

说明： 

1、财务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133.27 万元，降低 116.43%，主要系本期向金融机构的贷款已全部

到期归还，且期末无向金融机构的贷款，致使本期利息支出减少。 

2、资产减值损失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389.85 万元，增长 41.90%，主要系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及存货

跌价准备增加所致。 

3、投资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109.05 万元，降低 2121.60%，主要系本期公司全资子公司凤阳德瑞

矿业有限公司参股 30%的滁州中都瑞华矿业发展有限公司发生亏损 380 万元，按照权益法核算本期应确认

投资损失 114 万元所致。 

4、资产处置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0.07 万元，降低 100.00%，主要系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损失所致。 

5、其他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20.92 万元，增长 100%，主要系依据 2017 年施行的《企业会计准则

第 16 号——政府补助》相关规定，本期收到的政府补贴计入“其他收益科目”所致。 

6、营业外支出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31.44 万元，降低 55.99%，主要系上期公司员工发生意外事故，

http://www.shui5.cn/article/d4/112179.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d4/1121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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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发生捐赠支出所致。 

 

四：现金流量的构成及变动分析：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年1-3月 2017年1-3月 增减变动 备注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5,422.21  19,065.04  -3,642.83  -19.11%   

     收到的税费返还 123.67  222.09  -98.42  -44.32%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411.54  440.04  971.50  220.7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6,957.43  19,727.17  -2,769.74  -14.0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4,060.55  8,897.32  5,163.23  58.0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504.65  5,017.69  -1,513.04  -30.15%   

     支付的各项税费 1,662.11  925.85  736.26  79.5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02.65  3,110.48  -2,207.83  -70.9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0,129.96  17,951.35  2,178.61  12.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72.53  1,775.82  -4,948.35  -278.65% 说明1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0.00  444.10  -444.10  -100.0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0.04  0.00  0.04  1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0.04  444.10  -444.06  -99.99%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1,675.29  724.63  950.66  131.19%   

     投资支付的现金 675.00  3,375.00  -2,700.00  -80.00%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0.00  0.00  0.00  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350.29  4,099.63  -1,749.34  -42.6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50.25  -3,655.53  1,305.28  35.71% 说明2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0.00  2,000.00  -2,000.00  -1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0.00  2,000.00  -2,000.00  -1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280.00  9,900.00  -5,620.00  -56.77%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9.39  206.03  -176.64  -85.74%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309.39  10,106.03  -5,796.64  -57.3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09.39  -8,106.03  3,796.64  46.84% 说明3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19.97  -15.84  -4.13  -26.07%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9,852.13  -10,001.59  149.46  1.4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余额 15,938.58  24,555.92  -8,617.34  -35.0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086.45  14,554.33  -8,467.88  -58.18%   

说明：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0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4,948.35 万元，降低 278.65%，主要受以下因素

的共同影响所致： 

（1）销售业绩相比去年同期下降，且应收账款增加，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

减少 3,642.83 万元，降低 19.11%；本期“收到的税费返还”较上年同期减少 98.42 万元，降低 44.32%；本期

收到的保证金及往来款项较上年同期增加，“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971.50万元，

增长 220.78%，致使“本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2,769.74 万元，降低 14.04%。 

（2）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5,163.23 万元，增长 58.03%；本期缴纳

了上期申请延期缴纳的增值税，本期“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增加 736.26 万元，增长 79.52%；因自

动化程度提升和部分窑炉检修，本期员工人数下降，以及本期申请社保延期缴纳，本期 “支付给职工以及

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1,513.04 万元，降低 30.15%；本期“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较上年同期减少 2,207.83 万元，降低 70.98%；致使本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出”较上年同期增加 2,178.61 万元，

增长 12.14%。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1,305.28 万元，增长 35.71%，主要受以下因素

的共同影响所致： 

（1）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0.04 万元，增

长 100.00%；本期“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444.10 万元，降低 100.00%；致使本期“投资

活动现金流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444.06 万元，降低 99.99%。 

（2）因本期公司全资子公司—意德丽塔（滁州）水晶玻璃有限公司支付透镜项目进口设备款，本期“购

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950.66 万元，增长 131.19%；因上期

对上海际创赢浩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增资，本期“投资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2,700.00 万元，降低

80.00%；致使本期“投资活动现金流出”较上年同期减少 1,749.34 万元，降低 42.67%。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3,796.64 万元，增长 46.84%，主要受以下因素

的共同影响所致： 

（1）因本期未发生银行贷款业务，本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2,000.00 万元，降低

100.00%；致使本期“筹资活动现金流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2,000.00 万元，降低 100.00%。 

（2）因本期向金融机构的贷款到期较上年同期减少，本期“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5,620.00 万元，降低 56.77%；本期“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176.64 万元，

降低 85.74%；致使本期“筹资活动现金流出”较上年同期减少 5,796.64 万元，降低 5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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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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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公司结合公司发展战略，于 2018 年 1 月 1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现金出资 5,000 万元在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成全

资子公司-德力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力玻璃”），主要从事玻璃制品制造、销售、纸箱、塑料配件加

工、销售、对外投资等事项。2018 年 2 月 3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对外投资成立全资子公司的进展公告》（公

告号：2018-008 号），德力玻璃完成相关注册。根据市场需求和公司战略规划，公司拟切入家电配套玻璃

制品领域，公司 2018 年 2 月 12 日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了德力玻璃以自有资金 2,000 万元投资设立公

司全资孙公司-安徽德力工业玻璃有限公司的事项，目前，该全资孙公司已完成相关注册。 

2、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施卫东先生与杭州锦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江集团”）签订了股

份转让协议，施卫东先生将其持有的 4,138.645 万股公司股票以 38,750 万元转让给锦江集团。截止目前，

该事项尚未实施完成。 

3、报告期内，2018 年 3 月 14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撤销退市风

险警示的议案》并于同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关于撤销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公司关于

撤销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公司股票于 2018 年 4 月 10 日开

市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ST德力”变更为“德力股份”；证券代码不变，仍为“002571”；股票

交易日涨跌幅限制由 5%恢复为 10%。 

4、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意德丽塔（滁州）水晶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滁州公司”）实施技

改及透镜料块玻璃项目（详见公司披露的 2017-018 号公告）的各项调试工作已结束，产品于 2018 年 3 月

18 日顺利下线，基本达到预计生产能力。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

案》 
2018 年 01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2018-003 号公告 

《关于对外投资成立全资子公司的进展

公告》 
2018 年 02 月 03 日 巨潮资讯网，2018-008 号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孙公司的公告 2018 年 03 月 05 日 巨潮资讯网，2018-018 号 

关于实际控制人签订转让协议的公告 2018 年 03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2018-022 号 

关于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2018 年 03 月 14 日 巨潮资讯网，2018-027 号 

关于公司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进展公告 2018 年 03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2018-032 号 

关于公司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2018 年 04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2018-034 号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 2018 年 03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2018-03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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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并实施技改及透镜料块玻璃项目的进

展公告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施卫东  

1、目前不存

在直接或间

接经营任何

与发行人及

其控股子公

司经营的业

务构成竞争

或可能构成

竞争业务的

企业，也未参

与投资任何

与发行人及

其控股子公

司生产经营

的业务构成

竞争或可能

构成竞争的

其他企业；2、

自承诺函签

署之日起，其

不直接或间

接经营任何

与发行人及

其控股子公

司经营的业

务构成竞争

或可能构成

竞争业务的

企业，也不参

与投资任何

2011 年 04 月

12 日 
9999-12-31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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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行人及

其控股子公

司生产经营

的业务构成

竞争或可能

构成竞争的

其他企业；3、

不利用发行

人控股股东

的地位从事

任何有损于

发行人生产

经营的活动；

4、如果因未

能履行上述

承诺而给发

行人造成损

失的，其将给

予全部赔偿。 

施卫东  

若因发行人

及其附属子

公司因未为

部分职工缴

存住房公积

金而产生的

补缴义务以

及因此而遭

受的任何罚

款或损失，将

由本人全额

承担。 

2011 年 04 月

12 日 
9999-12-31 正在履行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施卫东  

凡 2017 年 6

月 9 日至 6 月

13 日期间净

买入的*ST 德

力股票，且连

续持有 12 个

月以上并在

职的员工以

及和公司

2016 年度合

作业务量不

2017 年 06 月

08 日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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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人民币

叁佰万元且

2017 年继续

保持上述业

务规模的供

应商、销售商

的法定代表

人，若因在上

述时间段内

增持产生的

亏损，由本人

予以补偿；收

益则归增持

人所有。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对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业绩亏损 

业绩亏损 

2018 年 1-6 月净利润（万元） -2,800 至 -2,200 

2017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3,146.9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行业景气度还处于相对低位，因环保压力对公司包装物、煤炭等价格上涨

影响尚未消除。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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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施卫东 

                                                      2018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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