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 

证券代码：002571                    证券简称：德力股份                     公告编号：2018-063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2018 年 10 月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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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玉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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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883,197,144.01 1,883,484,947.00 -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489,257,691.96 1,530,404,846.22 -2.69%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88,885,121.68 -5.95% 568,898,572.30 -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7,086,854.09 -401.16% -41,944,294.71 -249.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3,239,723.12 -213.53% -38,983,348.12 -102.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2,785,345.69 71.59% -33,057,305.37 -151.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36 -401.15% -0.1070 -249.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36 -401.15% -0.1070 -249.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4% -0.91% -2.78%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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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5,2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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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4,46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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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71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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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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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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56.58 元；窑炉生产线技术

改造项目奖励摊销 134,17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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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公益性岗位补贴

93,322.73 元；4.根据滁金管

【2017】43 号关于落实非公有

制工业企业缴存住房公积金财

政补贴有关事项的通知，收到滁

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滁州

市财政局、滁州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非公有制工业企业缴

存住房公积金财政补贴

8,500.00 元；5.根据滁科【2014】

106 号，关于《关于<滁州市加

快科技创新建设创新型城市若

干政策>专利资助事项的说明》

的通知，收到 2017 年发明专利

优先审查费用资助 3,000.00 元；

6.根据滁人社发【2017】48 号，

关于印发滁州市技工大省技能

培训民生工程（技能脱贫培训、

企业新录用人员培训补贴资金、

新技工系统培养）试行办法，收

到安徽省和凤阳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发放的企业新录用

人员培训补贴资金 127,200.00

元。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735,340.75  

减：所得税影响额 -4,708.91  

合计 -2,960,946.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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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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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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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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8% 124,159,350 124,159,350 质押 49,000,000 

杭州锦江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56% 41,386,450 0  0 

新余德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0% 19,6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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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3.06% 12,004,200 0   

倪晴芬 境内自然人 1.40% 5,488,340 0   

李欣 境内自然人 1.26% 4,942,000 0   

张威 境内自然人 1.15% 4,520,000 0   

丁亦飞 境内自然人 1.09% 4,256,600 0   

韩玉英 境内自然人 1.03% 4,055,345 0   

李炯 境内自然人 0.92% 3,58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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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锦江集团有限公司 41,386,450 人民币普通股 41,386,450 

新余德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9,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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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4,2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4,200 

倪晴芬 5,488,340 人民币普通股 5,488,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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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欣 4,942,000 人民币普通股 4,942,000 

张威 4,5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20,000 

丁亦飞 4,256,600 人民币普通股 4,256,600 

韩玉英 4,055,345 人民币普通股 4,055,345 

李炯 3,586,800 人民币普通股 3,586,800 

王俊彦 3,437,420 人民币普通股 3,437,4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新余德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管理层持股公司且为发起人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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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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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州证券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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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31.79 24,636.68 -7,704.89 -31.27% 说明1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1,115.71 20,590.16 525.55 2.55%  

其中：应收票据 465.90 415.29 50.61 12.19%  

      应收账款 20,649.81 20,174.87 474.94 2.35%  

预付款项 2,212.34 1,492.00 720.34 48.28% 说明2 

其他应收款 808.86 1,453.00 -644.14 -44.33% 说明3 

存货 28,183.29 24,174.21 4,009.08 16.58%  

其他流动资产 2,416.16 1,918.30 497.86 25.95%  

流动资产合计 71,668.15 74,264.34 -2,596.19 -3.5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2,261.20 21,202.00 1,059.20 5.00%  

长期股权投资 26,352.20 26,342.39 9.81 0.04%  

固定资产 54,906.47 55,128.54 -222.07 -0.40%  

在建工程 3,937.66 1,696.38 2,241.28 132.12% 说明4 

无形资产 5,520.79 5,675.93 -155.14 -2.73%  

长期待摊费用 26.50 36.94 -10.44 -28.26%  

递延所得税资产 1,991.29 2,164.79 -173.50 -8.01%  

其他非流动资产 1,655.45 1,837.18 -181.73 -9.89%  

非流动资产合计 116,651.56 114,084.15 2,567.41 2.25%  

资  产  总  计 188,319.71 188,348.49 -28.78 -0.02%  

说明： 

1、货币资金期末较期初减少 7,704.89 万元，降低 31.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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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8.15 万元、以及预付设备款等共同影响所致。 

2、预付账款期末较期初增加 720.34 万元，增长 48.28%，主要系期末预付材料款所致。 

3、其他应收款期末较期初减少 644.14 万元，降低 44.33%，主要系本期收到深圳市夏鸣信息技术投资

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偿还的部分投标定金，以及在本期该笔款项账龄已达 2—3 年，按照应收款项

账龄组合计提政策进行该笔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坏账准备计提金额较年初增加所致。 

4、在建工程期末较期初增加 2,241.28 万元，增长 132.12%，主要系进口的焊接机处于调试期、窑炉技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8 

改及新增工业玻璃硼硅项目处于项目建设期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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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00 2,000.00 5,000.00 250.00% 说明1 

应付票据 27,710.44 25,269.35 2,441.09 9.66%  

预收款项 1,650.50 1,616.60 33.90 2.10%  

应付职工薪酬 1,482.48 1,838.77 -356.29 -19.38%  

应交税费 435.15 1,388.58 -953.43 -68.66% 说明2 

其他应付款 556.39 363.53 192.86 53.05% 说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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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34.96 34,756.84 4,078.12 11.73%  

递延收益 407.85 461.10 -53.25 -11.55%  

非流动负债合计 407.85 461.10 -53.25 -11.55%  

负 债 合 计 39,242.81 35,217.93 4,024.88 11.43%  

股本 39,195.07 39,195.07 0.00 0.00%  

资本公积 90,531.70 90,443.11 88.59 0.10%  

其他综合收益 2,115.15 2,124.03 -8.88 -0.42%  

盈余公积 4,440.88 4,440.88 0.00 0.00%  

未分配利润 12,642.96 16,837.39 -4,194.43 -24.9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48,925.77 153,040.48 -4,114.71 -2.69%  

少数股东权益 151.14 90.08 61.06 67.78%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9,076.91 153,130.56 -4,053.65 -2.65%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合计 188,319.71 188,348.49 -28.78 -0.02%  

说明： 

1、短期借款期末较期初增加 5,000.00 万元，增长 250%，主要系本期新增金融机构贷款 7,000.00 万元

以及归还到期的金融机构贷款 2,000.00 万元所致。 

2、应交税费期末较期初减少 953.43 万元，降低 68.66%，主要系本期支付上年末申请延期缴纳的增值

税所致。 

3、其他应付款期末较期初增加 192.86 万元，增长 53.05%，主要系本期收到客户支付的押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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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系本期公司全资子公

司—意德丽塔（滁州）水晶玻璃有限公司归还到期的长期借款致。 

 

（三）、利润的构成及变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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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年1-9月 2017年1-9月 增减变动 备注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一、营业总收入 56,889.86 58,165.37 -1,275.51 -2.19%  

  其中: 营业收入 56,889.86 58,165.37 -1,275.51 -2.19%  

二、营业总成本 60,944.69 58,693.43 2,251.26 3.84%  

其中:营业成本 46,370.17 46,529.83 -159.66 -0.34%  

     税金及附加 938.68 1,417.85 -479.17 -33.80% 说明1 

     销售费用 2,862.83 3,265.74 -402.91 -12.34%  

     管理费用 6,453.93 7,282.55 -828.62 -11.38%  

     研发费用 189.49 670.36 -480.87 -71.73% 说明2 

     财务费用 -76.98 -1,871.79 1,794.81 95.89% 说明3 

   其中：利息费用 146.02 -1,499.55 1,645.57 109.74%  

     利息收入 108.34 410.93 -302.59 -73.64%  

    资产减值损失 4,206.58 1,398.89 2,807.69 200.71% 说明4 

加：其他收益 76.45 0.00 76.45 100.00% 说明5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303.32 541.17 -237.85 -43.95% 说明6 

    资产处置收益（亏损以“-”号填列） 0.52 8.21 -7.69 -93.67% 说明7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674.55 21.33 -3,695.88 -17327.14% 说明8 

加: 营业外收入 131.88 4,241.08 -4,109.20 -96.89% 说明9 

减：营业外支出 505.41 81.21 424.20 522.35% 说明10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4,048.08 4,181.20 -8,229.28 -196.82% 说明11 

减：所得税费用 178.52 1,373.75 -1,195.23 -87.00% 说明12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4,226.60 2,807.45 -7,034.05 -250.55% 说明13 

 

说明： 

1、税金及附加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479.17 万元，降低 33.80%，主要系本期因销售收入减少应纳增值

税额减少，根据增值税计提的税金及附加减少所致。 

2、研发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480.87 万元，降低 71.73%，主要系本期因产能及产品结构整合，研

发投入减少所致。 

3、财务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1,794.81 万元，增长 95.89%，主要系上期收到凤阳县财政局“贷款

贴息补助”2,139.79 万元；以及本期向金融机构的贷款减少，致使本期利息支出减少；以及由于本期货币

资金减少，存款利息较上年同期减少；上述因素共同影响所致。 

4、资产减值损失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2,807.69 万元，增长 200.71%，主要系本期按照应收款项账龄组

合计提政策计提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及由于存货余额增加使得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增加所致。 

5、其他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76.45 万元，增长 100%，主要系依据 2017 年施行的《企业会计准则

http://www.shui5.cn/article/d4/112179.html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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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237.85 万元，降低 43.95%，主要是本期收到的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

减少所致。 

7、资产处置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7.69 万元，降低 93.67%，主要系本期处置的固定资产产生的处

置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8、营业利润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3,695.88 万元，降低 17327.14%，主要系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本期

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共同影响所致；营业成本中较上年同期增加较为明显

的财务费用和资产减值损失。 

9、营业外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4,109.20 万元，降低 96.89%，主要系上期收到 “凤阳财政局纳税

奖励” 2,173.90 万元、“节能减排专项补贴” 1,777.97 万元共同影响所致。 

10、营业外支出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424.20 万元，增长 522.35%，主要系本期仓库盘点损失及公司承

担的员工社保所致。 

11、利润总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8,229.28 万元，降低 196.82%，主要系本期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减

少 3,695.88 万元，以及本期收到凤阳县财政局补助较上年同期减少 4,109.20 万元共同影响所致。 

12、所得税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1,195.23 万元，降低 87.00%，主要系由于本期营业利润亏损，本

期所得税费用-应交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1,098.00 万元，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

少 97.23 万元共同影响所致。 

13、净利润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7,034.05 万元，降低 250.55%，主要系本期因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减

少 8,229.28 万元，以及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1,195.23 万元共同影响所致。 

 

（四）、现金流量的构成及变动分析：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年1-9月份 2017年1-9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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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30.26 59,959.34 -5,629.08 -9.39%  

收到的税费返还 200.72 349.86 -149.14 -42.63%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148.72 6,905.35 -4,756.63 -68.8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6,679.71 67,214.56 -10,534.85 -15.6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0,495.46 37,107.73 3,387.73 9.1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1,546.70 12,415.08 -868.38 -6.99%  

支付的各项税费 3,080.91 3,847.36 -766.45 -19.9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862.38 7,385.86 -2,523.48 -34.1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9,985.44 60,756.03 -770.59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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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05.73 6,458.53 -9,764.26 -151.18% 说明1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0.00 157.89 -157.89 -1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91.05 732.84 -541.79 -73.93%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0.64 68.15 -67.51 -99.06%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91.69 958.88 -767.19 -80.01%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4,876.30 2,622.65 2,253.65 85.93%  

投资支付的现金 868.15 7,446.55 -6,578.40 -88.34%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50.00 0.00 350.00 1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094.45 10,069.20 -3,974.75 -39.4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02.76 -9,110.31 3,207.55 35.21% 说明2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93.23 7.83 85.40 1090.68%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93.23 7.83 85.40 1090.68%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7,000.00 2,000.00 5,000.00 25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0.00 0.00 0.00 1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093.23 2,007.83 5,085.40 253.28%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280.00 16,650.00 -12,370.00 -74.29%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32.99 443.46 -310.47 -70.01%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100.00 0.00 2,100.00 1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512.99 17,093.46 -10,580.47 -61.9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0.24 -15,085.63 15,665.87 103.85% 说明3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75.85 5.44 70.41 1294.3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552.39 -17,731.99 9,179.60 5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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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86.19 6,823.93 562.26 8.24%  

说明：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9,764.26 万元，降低 151.18%，主要受以下因素

的共同影响所致： 

（1）随着市场环境及产品同质化竞争的加剧，公司销售业绩相比去年同期下降，应收账款略有增加，

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5,629.08 万元，降低 9.39%；本期“收到的税费返还”

较上年同期减少 149.14 万元，降低 42.63%；本期收到的保证金、往来款项及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减少，“收

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4,756.63 万元，降低 68.88%，致使“本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较上年同期减少 10,534.85 万元，降低 15.67%。 

（2）随着国家对环保要求愈加严格，公司主要材料如包装、煤炭、纯碱等价格在报告期内仍处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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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3,387.73 万元，增长 9.13%；因自动化水平提

升及部分窑炉检修，本期员工人数有所下降，本期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868.38万元，降低6.99%；因销售收入下降及经营业绩的亏损，本期“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减少766.45

万元，降低 19.92%；本期公司提升管理水平的同时进行费用压缩，本期“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较上年同期减少 2,523.48 万元，降低 34.17%；致使本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出”较上年同期减少 770.59 万元，

降低 1.27%。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3,207.55 万元，增长 35.21%，主要受以下因素

的共同影响所致： 

（1）因本期未发生投资收回业务，本期“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157.89 万元，降低

100.00%；本期“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541.79 万元，降低 73.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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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年同期减少 67.51 万元，降低 99.06%；致使本期“投资

活动现金流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767.19 万元，降低 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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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块项目进口设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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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3.65 万元，增长 85.93%；

因本期对外投资业务减少，本期“投资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6,578.40 万元，降低 88.34%；因本期公

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国金天睿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本期“支付其

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350.00 万元，增长 100.00%；致使本期“投资活动现金流出”较

上年同期减少 3,974.75 万元，降低 39.47%。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15,665.87 万元，增长 103.85%，主要受以下因

素的共同影响所致： 

（1）因本期公司全资子公司—德力玻璃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DELI-JW GLASS WARE COMPANY 

LIMITED 公司收到其他股东的投资款，本期“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85.40 万元，增长

1,090.68%；因本期新增银行贷款，本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5,000.00 万元，增长 250.00%；

致使本期“筹资活动现金流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5,085.40 万元，增长 253.28%。 

（2）因本期金融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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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70.00

万元，降低 74.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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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47万元，降低70.01%；

因贷款质押，本期“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2,100.00 万元，增长 100.00%；致使

本期“筹资活动现金流出”较上年同期减少 10,580.47 万元，降低 6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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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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9 月 4 日,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张伟、江苏翔腾新材料有限公

司、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合称“交易对方”）签署了《股权收购意向协议》（以下简称“意向协

议”），公司拟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受让股权以取得江苏翔腾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45%-51%股权。本次签订的意向协议仅系各方经友好协商达成的初步意向，未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所涉及

的具体事宜包括交易金额、交易方案等尚需各方另行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确定。本次签署股权收购意

向协议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截至目前，

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正在开展。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签署股权收购意向协议的公告 2018 年 09 月 05 日 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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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04 月

12 日 
9999-12-31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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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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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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04 月

12 日 
9999-12-31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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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人全额

承担。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对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业绩亏损 

业绩亏损 

2018 年度净利润（万元） -8,500 至 -7,0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5,057.8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行业景气度尚处于相对低位，因环保压力对公司主要原材料、包装物等价

格上涨因素尚未消除；由于年度业绩亏损且对照公司目前长期可出售金融

资产运营现状，预计将会对部分固定资产组及长期可出售金融资产按相关

会计准侧要求计提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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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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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350 3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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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50 35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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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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