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571        证券简称：德力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8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重大销售合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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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本合同为长期光伏玻璃采购框架协议，合同约定各方

2022年-2026年光伏玻璃合作量不少于2.5亿平方米，具体订单价格月议，按当前

市场价格预估，本合同总金额约55.31亿元人民币（不含税，本测算不构成价格

承诺）。 

●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经签约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自 2022年 1月 1日起至 2026年 12月 31日。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合同为重大销售合同，合同对应的产品为

公司目前处于筹建期的全资子公司蚌埠德力光能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力

光能”）的主营业务产品，该合同的签订有利于德力光能光伏镀膜玻璃产品的市

场推广，加快公司在光伏玻璃领域的产业布局，丰富公司玻璃材料的产品结构，

由于德力光能目前处于筹建期，本合同的签订对公司当期业绩无实际影响。 

●风险提示: 

 1、德力光能目前还处于筹建期，本合同约定的交货时间存在受到筹建进度

滞后影响的可能。 

2、本合同销售价格由各方根据市场行情每月协商确定，存在市场价格波动

的风险，合同后期履行后，对公司收入的影响需以实际履行的发货数量、双方具

体执行的订单价格为准。 

3、公司光伏玻璃板块的布局虽然在项目团队组建，项目前景论证等方面做

了充分的论证，但光伏玻璃领域是公司进入的与原有主业存在一定差异的其他硅



基材料玻璃领域，存在产品质量标准不达预期，致使本合同约定交货时间延后、

交货数量减少甚至终止的风险。 

4、本合同的履行存在可能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方面原因导致延期、变更、中

止或终止的风险。 

一、本合同签署背景 

全球能源形势趋紧，太阳能光伏发电作为一种可持续的能源替代方式，近年

来在全球得到迅速发展，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和西班牙等，均

得到了大范围的推广和应用。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煤炭消费国，煤炭消费约占总能

耗的 67%，这是我国环境污染严重、生态恶化逐年加剧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

大力促进光伏产业发展已成为 21世纪中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刻不容缓的主要任务和战略目标，由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全球气

候变化已经成为本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在《巴黎协议》的框架下，到

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最根本的举措。2020年 9月 22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将提高国

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

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公司于 2020年 12月 4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太阳能装备用轻质高透面板生产基地的议案》，根据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光伏玻璃市场需求状况，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决定以德

力光能为实施主体，在安徽省蚌埠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天河科技园内建设太阳能装

备用轻质高透面板制造基地，后期将充分利用其注册所在的区位优势、产业优势，

加快公司涉入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光伏玻璃材料领域，以有效完善公司战略布局，

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公司控股股东的关联企业在 2017年就曾尝试性的

涉足了光伏玻璃生产领域，通过本次投资，公司将整合有效资源，通过进入日用

玻璃器皿以外的其他硅基玻璃材料领域，可有效消除公司的发展瓶颈，延长产业

链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二、合同签订的基本情况  



为了更好的加快公司目前处于筹建期的全资子公司德力光能的主营业务产

品光伏镀膜玻璃产品的市场推广，推动公司在光伏玻璃领域的产业布局。德力光

能（以下简称“卖方”、“乙方”）与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10家全资子

公司：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泰州隆基

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银川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滁州隆基乐叶光伏科

技有限公司、大同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咸阳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嘉兴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西安隆基绿

能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买方”、“甲方”）于 2021年 4月 20日签署

了《光伏玻璃长期采购协议》，就卖方向买方销售光伏玻璃事宜达成合作意向。

公司若按照卓创周评 4月 15日公布的 3.2及 2.0光伏玻璃均价 28元/平方、22

元/平方（含税)测算，预估合同总金额约 55.31亿元人民币(不含税，本测算不

构成价格承诺)，占公司 2020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 7.8332亿元人民币的

706%。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销售、工程承包或者提供劳务等合同的金

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 亿元人民币

的合同属于重大合同。因此本合同属于重大销售合同，本测算不构成价格或业绩

承诺。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签订重大销售合同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三、合同标的情况及合同双方基本情况 

（一）合同标的：光伏镀膜玻璃 

（二）合同双方基本情况 

1、卖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蚌埠德力光能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壹亿圆整。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胡军。 

成立日期：2020 年 11月 10日。 



营业期限：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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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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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买方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名称 注册地址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万元） 
法定代表人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 

隆基乐叶光伏

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经济技术开

发区草滩生态产

业园尚苑路 8369

号 

2015-02-27 200,000 钟宝申 

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电池制造；

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合同能源管

理；电子产品销售；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

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电

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工程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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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各

类工程建设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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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浙江隆基乐叶

光伏科技有限

公司 

浙江省衢州 经

济开发区东港工

业功能区百灵中 

路 2 号 

2007-05-15 35,000 钟宝申 

晶体硅太阳能电池及相关电子产品生产、销

售；太阳能应用系统的设计、 

研发、集成及运行管 理；货物、技术进出口

（法律、法规限制的除外，应当取得许可证的

凭许可证经营） 

泰州隆基乐叶

光伏科技有限

公司 

泰州市海陵区兴 

泰南路 268号 
2015-08-25 60,000 钟宝申 

光伏发电技术研究开发、服务；太阳能电池组

件、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设备的生产、销售；

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开发、投资、设计、建设、

运营；合同能源管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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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川隆基乐叶

光伏科技有限

公司 

银川经济技术开

发区战略新兴材 

料加工区 8号厂

房 

2016-01-25 5,000 钟宝申 

太阳能组件及相关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销

售；光伏发电站项目的开发、设计、工程的实

施；光伏发电站系统运行维护；合同能源管理；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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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滁州隆基乐叶

光伏科技有限

公司 

安徽省滁州市淮

安路 19号 
2018-01-29 50,000 钟宝申 

光伏发电技术研究开发、服务；太阳能电池、

太阳能电池组件、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设备的 

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

开发、设计、建设、运营；合同能源管理；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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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隆基乐叶

光伏科技有限

公司 

大同县县城南街

98号二楼 206 
2017-04-07 6,000 钟宝申 

太阳能电池、组件及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

销售；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设计、建设、运 

维；合同能源管理；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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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阳隆基乐叶

光伏科技有限

公司 

陕西省咸阳市秦

都区文兴西路 

120号 

2019-07-16 40,000 钟宝申 

光伏发电技术研究开发、服务；太阳能电池、

太阳能电池组件、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设备的

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

的开发、设计、建设运营；合同能源管理；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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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隆基乐叶

光伏科技有限

公司 

泰州市海陵区九

龙镇姚家路 288 

号 

2019-06-27 40,000 钟宝申 

光伏发电技术研发及技术服务；太阳能电池、

太阳能电池组件、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设备研

发、生产、销售；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开发、

设计、建设、运营；合同能源管理；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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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兴隆基乐叶

光伏科技有限

公司 

浙江省嘉兴市秀

洲区康和路 1288

号嘉兴光伏科创

园 6#楼 248室 

2020-01-01 40,000 钟宝申 

光伏发电技术研发及技术服务；太阳能电池、

太阳能电池组件、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设备研

发、生产、销售；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开发、

设计、建设、运营；合同能源管理；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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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隆基绿能

建筑科技有限

公司 

西安经济技术开

发区尚苑路 8369

号办公楼 3楼 

2019-05-29 12,000 钟宝申 

研发：科技产品；研发：新能源、新型材料；

服务：节能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推广；新能

源建筑材料、光伏产品、光伏设备的研发、生

产（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销售；建筑光伏系

统的设计、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货物或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

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上述经营范

围中涉及许可项目的，凭许可证明文件、 

证件在有效期内经营，未经许可不得经营） 

3、关联关系：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合同主要内容 

（一）合同数量 

1、2022年1月至2026年12月期间，在乙方产品满足甲方标准要求约定的前提

下，双方按照不少于2.5亿平方米的数量进行光伏玻璃供应/采购，具体数量、单

价、交货期等以双方达成一致的采购订单为准 

2、如因卖方光伏玻璃建设项目进度延期，本次合作起始时间（2022年1月）

顺延，终止时间（2026年12月）不变，因此导致的双方合作总数量减少，不构成

双方的违约责任。 

（二）定价原则 

甲乙双方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依据市场情况按月议价。 

（三）结算方式 

根据双方具体订单约定的时间和方式进行结算。 

（四）履约方式 

本采购协议订单具体按月议价，乙方依照双方达成一致的订单要求送达至甲

方指定地点。 

（五）生效条件及履行期限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

起生效，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止，除非本协议相关规定提前终止或延长。 

（六）违约责任 

若甲乙双方中的任何一方不能按协议约定条款执行的，违约方需按照协议约

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七）争议解决方式 

凡因本采购协议的效力、履行、解释等发生的一切争议，双方均应首先友好

解决，如果对合同有关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应根据本协议的目的、交易习惯以

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均有权提交合同

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订的长单合同属于日常经营性销售合同，公司若按照卓创周评 4月

15日公布的 3.2及 2.0光伏玻璃均价 28元/平方、22元/平方（含税)测算，预

估合同总金额约 55.31 亿元人民币(不含税，本测算不构成价格承诺)，占公司 

2020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 7.8332亿元人民币的 706%。合同对应的产品为公

司目前处于筹建期的全资子公司德力光能的主营业务产品，该合同的签订有利于

德力光能与下游龙头客户建立深度合作关系，加快光伏镀膜玻璃产品的市场推广，

加快公司在光伏玻璃领域的产业布局，丰富公司玻璃材料的产品结构。由于德力

光能目前处于筹建期，本合同的签订对公司当期业绩无实际影响，公司主要业务

不会因本次合同的履行而对合同签约方形成依赖，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 

董事会认为：德力光能为公司在安徽省蚌埠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天河科技园内

注册成立的全资子公司，建设太阳能装备用轻质高透面板制造基地。后期德力光

能将充分利用其注册所在的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加快公司涉入具有良好发展前

景的光伏玻璃材料领域，以有效完善公司战略布局，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交易对方均为全球太阳能单晶硅光伏产品领先制造商隆基

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良好的行业背景具有切实的履约能力。 

合同对应的产品为公司目前处于筹建期的全资子公司德力光能的主营业务

产品，该合同的签订有利于德力光能与下游龙头客户建立深度合作关系，加快光

伏镀膜玻璃产品的市场推广，加快公司在光伏玻璃领域的产业布局，丰富公司玻

璃材料的产品结构。 

六、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对本合同出具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安

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蚌埠德力光能材料有限公司签署重

大合同的法律意见书》，结论如下： 

“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泰州隆基

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银川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滁州隆基乐叶光伏科

技有限公司、大同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咸阳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嘉兴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西安隆基绿



能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均为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其作为《光伏玻璃长期采购

协议》签署主体真实存在；上述交易对方且均具备签署《光伏玻璃长期采购协议》

的合法主体资格；蚌埠德力与上述交易对方真实签署《光伏玻璃长期采购协议》

且相关内容合法、有效。” 

七、合同履约风险  

该合同在后续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如下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1、因德力光能还处于筹建期，能否按计划完成项目建设具有一定的不确定

性，本合同约定的交货时间存在受到筹建进度滞后影响的可能。 

2、本合同销售价格由各方根据市场行情每月协商确定，存在市场价格波动

的风险，合同后期履行后，对公司收入的影响需以实际履行的发货数量、双方具

体执行的订单价格为准。 

3、公司光伏玻璃板块的布局虽然在项目团队组建，项目前景论证等方面做

了充分的论证，但光伏玻璃领域是公司进入的与原有主业存在一定差异的其他硅

基材料玻璃领域，存在产品质量标准不达预期，致使本合同约定交货时间延后、

交货数量减少甚至终止的风险。 

4、本合同的履行存在可能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方面原因导致延期、变更、中

止或终止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协议履行进展情况，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提醒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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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