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571        证券简称：德力股份          公告编号：2021-009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孙）公司 2021 年度融资额度 

暨公司为子（孙）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7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孙）公司 2021

年度融资额度暨公司为子（孙）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

规定，该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在 2021年将有部分流动贷款到期需续贷，同时根据公司 2021年年

度项目建设情况、生产经营计划及财务预算的安排，为筹集公司发展所需资

金以及防范公司经营风险，公司及子（孙）公司 2021 年度共计向相关金融

机构、企业、个人等申请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2 亿元的融资额度，且在

该额度范围内由公司为子（孙）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事项，具体如下： 

一、申请融资额度概述  

为满足公司融资及经营需求，公司及全资子（孙）公司 2021 年度拟向

相关金融机构、企业、个人等综合融资额度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2 亿元（最

终以各家机构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综合融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流动

资金贷款、项目贷款、融资租赁、银行承兑汇票、保函、开立信用证等综合



业务。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及纳入合并范围子（孙）公司资金的实际需求

来确定。 

在上述贷款额度内，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内办理

具体手续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授权公司财务管理中心根据实际需要调配各

贷款主体之间的额度。本次授权生效期限为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 2021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 

二、为融资额度提供担保概况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支持子公司的业务发展及日常经营资金需求，保障上述融资事宜顺利

进行，公司拟为 6家子（孙）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租赁公司申请授信融资

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8.3亿元（含本数）的担保，其中包括：  

1、对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的子（孙）公司申请融资不超过 15.3 亿元

的担保，其中中长期（不超过 60个月）融资不超过 15亿元的担保。  

2、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孙）公司申请融资不超过 3亿元的担保。

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公司或子（孙）公司的资产提

供抵押担保等。实际担保的金额在以金融机构与子（孙）公司根据实际经营

需要实际发生的担保金额为准，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担保额度。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资产负债率（截止至

2020年 12月 31日） 

拟担保金额

（万元） 

意德丽塔（滁州）水晶玻璃有限公

司 

100% 33.13% 10000 

德力玻璃（重庆）有限公司 100% 3.32% 13000 

德力药用玻璃有限公司 100% 0.03% 10000 



德力（北海）玻璃科技有限公司 100% 0.03% 80000 

蚌埠德力光能材料有限公司 100% 3.28% 60000 

安徽德力工业玻璃有限公司 100% 42.44% 10000 

合计 1830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意德丽塔（滁州）水晶玻璃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意德丽塔（滁州）水晶玻璃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1035845511044（1-1）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住所：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工业开发区乌衣园 

（5）法定代表人姓名：施卫东 

（6）注册资本：贰亿陆仟柒佰叁拾壹万玖仟壹佰零肆圆零叁分 

（7）成立日期：2011年10月11日 

（8）经营范围：玻璃制品制造、销售；纸箱、塑料配件销售；房屋机械设

备租赁；自营进出口贸易 

（9）股权结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10）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总资产23,496.74万元，

总负债7,785.01万元，资产负债率33.13%，净资产15,711.73万元，2020年度实

现净利润-184.86万元。 

2、德力玻璃（重庆）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德力玻璃（重庆）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MA60KP4275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住所：重庆市荣昌高新区广富园杨家石坝路。 

（5）法定代表人：黄晓祖。 

（6）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 

（7）成立日期：2019年10月22日。 

（8）经营范围：玻璃制品制造、销售；纸制品、塑料制品加工、销售；自

有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赁；销售：日用百货、机械设备、家居用品；石英砂生

产、加工。（以上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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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股权结构：全资孙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10），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总资产3,045.02万元，

总负债100.99万元，资产负债率3.32%，净资产2,944.03万元，2020年度实现净

利润-55.97万元。 

3、德力药用玻璃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德力药用玻璃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壹亿圆整。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肖体喜。 

（5）成立日期：2020年 8 月 28日。 

（6）营业期限：长期。 

（7）住所：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经济开发区。 

（8）经营范围：药品包装材料和容器注册证范围内的药品包装材料和容器

的生产、销售（凭注册证书经营）；玻璃机械设备制造、销售，玻璃制品深加工；



玻璃包装容器的生产、加工、销售；货物运输；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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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股权结构：全资孙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10）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总资产19.90万元，总负

债0.02万元，资产负债率0.03%，净资产19.90万元，2020年度实现净利润-0.10

万元。 

4、德力（北海）玻璃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德力（北海）玻璃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壹亿圆整。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控股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黄晓祖。 

（5）成立日期：2020年 8 月 25日。 

（6）营业期限：长期。 

（7）住所：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合浦县白沙镇龙腾路龙港新区北海铁山

东港产业园内。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包装装潢印

刷品印刷；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生产；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

口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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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玻璃制造；技术玻璃制品

制造；光学玻璃制造；日用玻璃制品制造；功能玻璃和新型光学材料销售；日用

玻璃制品销售；光学玻璃制品销售；技术玻璃制品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

医用包装材料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制药专用设备制造；

日用化工专用设备制造；玻璃、陶瓷和搪瓷制品生产专用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

备制造；机械设备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塑料制品销售；



塑料加工专用设备销售；纸制品制造；纸制品销售；普通玻璃容器制造；新能源

原动设备制造；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

器件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全资孙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10）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总资产89.96万元，总负

债0.02万元，资产负债率0.03%，净资产89.94万元，2020年度实现净利润-0.06

万元。 

5、蚌埠德力光能材料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蚌埠德力光能材料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壹亿圆整。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胡军。 

（5）成立日期：2020年 11 月 10日。 

（6）营业期限：长期。 

（7）住所：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蚌埠片区蚌埠市燕南路 1268号（智

能终端产业园科技孵化器 B栋）。 

（8）经营范围：太阳能新材料产品、光伏组件盖板、技术玻璃制品、背板

玻璃、太阳能用镀膜导电玻璃、节能与微电子用玻璃的制造、销售；普通货物道

路运输；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货物或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限制的货物

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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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股权结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10）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总资产516.86万元，总负

债16.93万元，资产负债率3.28%，净资产499.94万元，2020年度实现净利润-0.06

万元。 



6、安徽德力工业玻璃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安徽德力工业玻璃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126MA2RHT592T 

（3）法定代表人：肖体喜 

（4）注册资本：叁仟柒佰万圆整 

（5）注册地址：滁州市凤阳县经济开发区凤翔大道南侧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7）成立日期：2018年 03 月 02日 

（8）经营范围：家电玻璃、日用玻璃其他材料玻璃的制造、销售；玻璃机

械设备制造、销售，玻璃制品深加工，塑料配件加工、销售，自营进出口贸易，

实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 

（9）股权结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10）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总资产6,325.32万元，总

负债2,684.17万元，资产负债率42.44%，净资产3,641.15万元，2020年度实现净

利润-106.29万元。 

上述子公司均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本次提供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授信及担保协

议，上述计划担保总额仅为公司拟申请的融资额度和拟提供的担保金额，具体授

信额度及担保内容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孙）公司 2021

年度融资额度暨公司为子（孙）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



司根据 2021 年年度项目建设情况、生产经营计划及财务预算的安排，为筹

集公司发展所需资金以及防范公司经营风险，公司及子（孙）公司 2021 年

度共计向相关金融机构、企业、个人等申请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2 亿元

的融资额度，且在该额度范围内由公司为子（孙）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事项。

本次授权生效期限为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年度股东大

会结束之日止。 

独立董事意见：本次融资额度及对外担保事项，是在综合考虑公司及下

属子（孙）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而做出的，符合公司经营实际和整体发展战略，

被担保人皆为本公司的下属子（孙）公司，资产信用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

控，担保事宜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该项议案。 

五、监事会意见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孙）公司 2021

年度融资额度暨公司为子（孙）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

2021年年度项目建设情况、生产经营计划及财务预算的安排，为筹集公司发

展所需资金以及防范公司经营风险，公司及子（孙）公司 2021 年度共计向

相关金融机构、企业、个人等申请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2 亿元的融资额

度，且在该额度范围内由公司为子（孙）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事项。本次授

权生效期限为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年度股东大会结束

之日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累计经审批对外担保总额度为 255,644.19 万

元（含本次担保审议事项）。截至 2020年 12 月 31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余额为 3,014.51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审计数据）的 2.09%，上述担保均为公



司对子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孙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不存

在对外担保的债权发生逾期的事项、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

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 月 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