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571        证券名称：德力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2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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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金融

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关于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具体事项

说明如下： 

一、本次核销资产减值准备和资产损失 

2020年公司对因技术、环保改造，技术指标无法满足运营要求、老化无修

复价值的报废、淘汰资产进行处置： 

    1. 本次处置固定资产原值 2,182,811.57元，已计提折旧 1,860,823.26元，

资产处置损失 95,658.53元，无清理费用；以前年度已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55,533.32元，本次将核销资产减值准备 55,533.32元及资产处置损失 95,658.53

元。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及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对截止2020

年12月31日的应收款项、存货、固定资产、金融工具等资产进行了清查分析，对

应收款项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相关存货、固定资产和金融工具的公允价

值等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和评估。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需要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

损失和公允价值变动的相关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计提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确

认。具体计提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序

号 
项目 年初余额 本年计提 

本年转销 

年末余额 

本年计提占

2020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的

比例(绝对值) 

转回 冲销 

1 
应收账款坏

账准备 
123,480,095.99 29,776,135.37 188,318.15  153,067,913.21 578.82% 

2 
其他应收款

坏账准备 
6,680,382.71 12,728.00 654,890.37  6,038,220.34 0.25% 

3 
存货跌价准

备 
15,960,420.50 13,219,402.48  31,612.96  12,743,088.03 16,405,121.99 256.97% 

4 
在建工程减

值准备 
19,475,573.79 1,784,447.20  -2,163,060.13   23,423,081.12 34.69% 

5 
固定资产减

值准备 
71,137,230.86   2,163,060.13  55,533.32 68,918,637.41 0.00% 

6 

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

资产公允价

值变动损失 

76,438,284.77 -30,246,759.39   -418,473.65  46,609,999.03 587.97% 

7 

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

金融资产公

允价值变动

损失 

-22,002,979.19 -2,214,740.81   -24,217,720.00 43.05% 

- 合计： 291,169,009.43 12,331,212.85 874,821.48 12,380,147.70 290,245,253.10 239.71% 

注：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以“-”列式。 

（一）、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资产名称 应收账款 

账面余额（元） 263,233,765.47 



资产可回收金额（元） 110,165,852.26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采用预期信用损失的简化模型，即始终按照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由此

形成的损失准备的增加或转回金额，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

据 

公司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账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确定的组合及

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如下： 

组合 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 

代理类客户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

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定制类客户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

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国外客户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

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商超类客户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

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关联方客户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

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账款，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

测，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公司应收账款组合与整个存续期间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如下： 

组合 1：代理类客户 

应收款项账龄 预期信用损失率（%） 

半年以内(含半年) 10.19 

半年-1年(含 1年) 24.92 

1年-2年(含 2年) 43.18 

2年-3年(含 3年) 70.27 

3年以上 98.93 

组合 2：定制类客户 

应收款项账龄 预期信用损失率（%） 

半年以内(含半年) 13.50 

半年-1年(含 1年) 28.90 

1年-2年(含 2年) 70.17 



2年-3年(含 3年) 96.09 

3年以上 96.69 

组合 3：国外客户 

应收款项账龄 预期信用损失率（%） 

半年以内(含半年) 1.42 

半年-1年(含 1年) 9.01 

1年-2年(含 2年) 24.40 

2年-3年(含 3年) 55.04 

3年以上 65.78 

组合 4：商超类客户 

应收款项账龄 预期信用损失率（%） 

半年以内(含半年) 9.33 

半年-1年(含 1年) 55.15 

1年-2年(含 2年) 75.98 

2年-3年(含 3年) 88.97 

3年以上 90.24 

组合 5：关联方客户 

应收款项账龄 预期信用损失率（%） 

半年以内(含半年) 41.89 

半年-1年(含 1年) 42.34 

1年-2年(含 2年) 59.21 

2年-3年(含 3年) 81.40 

3年以上 98.33 

公司对照表以此类应收账款预计存续期的历史违约损失率为基础，并根据前瞻性估计予以调整。在每

个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都将分析前瞻性估计的变动，并据此对历史违约损失率进行调整。 

本次计提的金额（元） 29,776,135.37 

本次转回的金额（元） 188,318.15 

本次冲销的金额（元）  

累计计提金额（元） 153,067,913.21 

本次计提的原因 按照会计准则相关要求，对应收账款在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由此形成



的损失准备的增加或转回金额，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 

 

（二）、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资产名称 其他应收账款 

账面余额（元） 19,431,380.90 

资产可回收金额（元） 13,393,160.56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其他应收款，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

预测，编制其他应收款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

据 

本公司对其他应收款采用预期信用损失的一般模型进行处理。 

（1）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本公司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其他应收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确定的组

合及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如下： 

组合 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 

往来款组合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

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出口退税组合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

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其他组合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

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其他应收款，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

预测，编制其他应收款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公司其他应收款组合与整个存续期间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如下： 

账龄 预期信用损失率（%） 

半年以内(含半年) 3.00 

半年-1年(含 1年) 5.00 

1年-2年(含 2年) 20.00 



2年-3年(含 3年) 50.00 

3年以上 100.00 

本公司对照表以此类其他应收款预计存续期的历史违约损失率为基础，并根据前瞻性估计予以调整。

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都将分析前瞻性估计的变动，并据此对历史违约损失率进行调整。 

（2）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某项其他应收款已经发生信用减值，则本公司对该应收款项单项计提坏账准

备并确认预期信用损失。 

本次计提的金额（元） 12,728.00 

本次转回的金额（元） 654,890.37 

本次冲销的金额（元）  

累计计提金额（元） 6,038,220.34 

本次计提的原因 

按照会计准则相关要求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制其他

应收款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三）、存货跌价减值准备 

资产名称 存货 

账面余额（元） 330,432,552.08 

资产可回收金额（元） 314,027,430.09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及计提

的依据 

资产负债表日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根据存货类别划分为原材料、周转材料、包装物、库存商品、在产品。 

（1）原材料价格随行就市，且库存金额较小，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暂不考虑计提减值。 

（2）公司产品生产周期短，在产品金额基本固定，且金额较小，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暂不考虑

计提减值； 

（3）包装物的减值方法采用“库龄分析法”。 

包装物在资产负债表日余额的一定比例计提减值，具体如下： 

库龄 包装物计提比例 

1年以内 0 

1至 2年 20% 



2至 3年 50% 

3年以上 90% 

（4）库存商品的减值准备分两部分：①常规产品三年内无变化和定制产品一年内无变化的库存商

品；②常规产品三年内有变化和定制产品一年内有变化的库存商品。 

A．对常规产品三年内无变化和定制产品一年内无变化的库存商品采用的减值方法。资产负债表日

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库存商品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

期损益。可变现净值的确定方法：资产负债表日库存商品的库存重量（吨）*碎玻璃单价（元/吨）

的金额，碎玻璃单价即资产负债表日的采购单价。 

B．对常规产品三年内有变化和定制产品一年内有变化的库存商品采用的减值方法。资产负债表日

以单项资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单项资产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可变现净值的确定方法：资产负债表日库存商品的售价*（1-销售费用率），

销售费用率=（本年营业税金及附加+本年销售费用）/本年营业务收入，售价即该库存商品最近月

份的平均售价。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同上。 

本次计提的金额（元） 13,219,402.48 

本次转回的金额（元） 31,612.96 

本次转销的金额（元） 12,743,088.03 

累计计提金额（元） 16,405,121.99 

本次计提的原因 
公司按谨慎性原则和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根据公司存货的期末成本与可变现净值的高低进行了

计提。 

 

（四）、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和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资产名称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账面余额（元） 999,341,486.74 206,158,550.68 

资产可回收金额（元） 473,687,176.81 182,735,469.56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及计提

的依据 

资产负债表日，有迹象表明固定资产发生减值

的，按照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的差额计提相应

的减值准备。 

资产负债表日，有迹象表明在建工程发生减值

的，按照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的差额计提相

应的减值准备。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根据报告期末公司经公司管理层判断，对固定资

产减值进行测试。 

根据报告期末公司经公司管理层判断，对固定

资产减值进行测试。 

本次计提的金额（元）  1,784,447.20 

本次转回的金额（元） 2,163,060.13 -2,163,060.13 

本次转销的金额（元） 55,533.32  

累计计提金额（元） 68,918,637.41 23,423,081.12 

本次计提的原因 根据公司技术部门对设备运营及技术参数的分析，结合未来使用计划及公司管理层的判断。 

说明：本次转销固定资产减值准备55,533.32元主要系因技术、环保改造，

技术指标无法满足运营要求、老化无修复价值的报废、淘汰资产进行的处置。 

（五）、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资产名称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资产 

账面余额（元） 172,500,000.00 44,028,480.00 

资产可回收金额（元） 125,890,000.97   68,246,200.00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资产负债表日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进行测试，根据测试结果表明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发

生变动的，根据其变动额进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计量。 

本次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依据 根据公司聘请相关专业中介评估机构对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结果。 

本次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金额

（元） 

-30,246,759.39 -2,214,740.81 

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金额（元） 46,609,999.03 -24,217,720.00 

本次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原因 
期末公司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账面价值进行评估，评估结果表明

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发生变动的，根据其变动额进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计量。 

注：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以“-”列式。 



说明：对上述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变动，公司聘请了具有专业资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

进行评估，并出具沃克森国际评报字（2021）第 0302号报告。 

三、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44,792,713.05元，考虑所得税影响后，将

减少2020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44,792,713.05元，相应减少2020年末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44,792,713.05元。 

本次确认“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变动收益金额为30,246,759.39元，考虑所得税影响后，将增加2020年度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30,246,759.39元，相应增加2020年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30,246,759.39元。 

本次确认“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的公允

价值变动收益2,214,740.81元，将增加2020年度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214,740.81元。 

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已经公司年报审计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 

四、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事项的审批程序及相

关说明 

1、2021年4月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

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2、2021年4月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

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规定，公司2020年度本次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

备合计44,792,713.05元，本次确认“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金额为30,246,759.39元,本次确认“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214,740.81元。2020年度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及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确认的依

据充分、合理，可更为公允、真实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和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

息。 



3、关于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事项的独立意

见：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引》以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在事前核查公司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及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基于客观独立地判断发表独立意

见如下： 

（1）公司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事项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资产实际情况，计提及确认依据充分。 

（2）公司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事项系遵循

稳健的会计原则，合理规避财务风险，公允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

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不涉及利润操纵。 

（3）公司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事项审议程

序合法，我们一致同意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事

项。 

4、2021年4月7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

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议案》，经核查，监事会认为：

公司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基于谨慎性原则而作

出，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依据充分，能够公允地反映了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的财务状况、

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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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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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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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