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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得

开封市祥符影视产业小镇PPP项目

《成交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取得《成交通知书》，确认公司为开封市祥符

影视产业小镇PPP项目的成交人，成交条件如下：

1、合作期限：25年

2、土地整理投资、基础设施及公共设施投资建设费用的投资回报率为15%；

3、当年产业发展服务费占入区项目当年新增落地投资额的比例为45%；

4、规划设计、咨询等其他服务费的投资回报率为10%。

公司将在后续签署的具体合作协议中明确上述内容， 在签署相关协议前依法履行内部审批程序并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0月21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600340� � � � ：临2017-298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得

南京市高淳经开区北部片区开发PPP

项目《成交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取得《成交通知书》，确认公司为南京市高淳

经开区北部片区开发PPP项目的成交供应商，成交结果如下：

1、土地整理投资、基础设施及公共设施投资建设费用的投资回报率为15%；

2、当年产业发展服务费占入区项目当年新增落地投资额的比例为45%；

3、规划设计、咨询等其他服务费的投资回报率为10%。

公司将在后续签署的具体项目协议中明确上述内容， 在签署相关协议前将依法履行内部审批程序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002571� � � �证券简称：德力股份 公告编号：2017-108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及回复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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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0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深交所” ）“中小板半年报问询函【2017】第27号的问询函,�针对问询函中提及的问题高度重视，董事会

组织公司财务部门、年报审计会计师相关人员开会讨论，认真研究问询函相关问题，公司于10月16日完成相

关回复，现将回复情况公告如下：

深交所问询：根据半年报披露，报告期内，你公司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为6,177.97万元，同比增长

19,079.96%，占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196.32%。 请逐笔说明计入营业外收入的依据，以及是

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公司回复：

1、报告期内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6,177.97万元，公司半年报披露时，将上述政府补助合计6,177.97万元，

全部确认为“营业外收入-政府补助” 。 根据财政部财会〔2017〕15号最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

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对政府补助的确认、计量和列报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根据新修订的政府补助准则的相

关要求，经会计师核查，公司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6,177.97万元，其中：应确认“其他收益” 1,802.18万元；应冲

减“财务费用-借款利息” 2,139.79万元；应计入“营业外收入-政府补助” 2,236.00万元。

根据财政部财会〔2017〕15号最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半年报报告期

内公司应确认的具体政府补助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批文

/

依据 金额 性质

1

性质

2

会计师核查

后的会计处

理

计入其他

收益

冲减借款利

息

计入营业外

收入

1

纳税奖励资金 凤政【

2017

】

64

号文

2,173.90

与收益

相关

与日常活动

无关

2,173.90

2

节能减排专项补

贴资金

凤政【

2017

】

63

号文

1,777.97

与收益

相关

与日常活动

相关

1,777.97

3

贷款贴息 凤政【

2017

】

62

号文

2,139.79

与收益

相关

贷款贴息

2,139.79

4

窑炉技改项目资

金

财建【

2012

】

1411

号

文

24.21

与资产

相关

与日常活动

相关

24.21

5

高校毕业生见习

岗位补贴

皖人社发【

2013

】

43

号文

3.36

与收益

相关

与日常活动

无关

3.36

6

标准化建设项目

奖励

滁质函【

2017

】

20

号

文

25.00

与收益

相关

与日常活动

无关

25.00

7

公益性岗位补贴

皖人社发【

2014

】

18

号 和 凤 人 社 字

【

2014

】

119

号文

3.02

与收益

相关

与日常活动

无关

3.02

8

安徽名牌奖励资

金

滁政【

2012

】

74

号文

10.00

与收益

相关

与日常活动

无关

10.00

9

员工岗位技能培

训补贴

滁人社发【

2017

】

48

号文

18.72

与收益

相关

与日常活动

无关

18.72

10

发明专利奖励资

金

滁南字【

2017

】

12

号

文

2.00

与收益

相关

与日常活动

无关

2.00

合计

6,177.97 1,802.18 2,139.79 2,236.00

项目1：2017年6月，根据凤阳县财政局凤财【2017】64号文件《关于给予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纳税奖励的通知》，凤阳县财政局给予公司2015年、2016年度纳税额度奖励2,173.90万元，该笔资金已于2017

年6月27日收到。 根据最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该笔奖励资金系与企业日

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政府补助” 。

项目2：2017年6月，根据凤阳县财政局凤财【2017】63号文件《关于给予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节能减排专项补贴的通知》，为推广煤改气工作，鼓励企业做好节能减排的同时帮助行业龙头企业降低生产

成本，提升市场竞争力，给予公司2016度天然气采购总额20%的节能减排专项补贴资金1,777.97万元，该笔资

金已于2017年6月27日收到。 根据最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该笔奖励资金

系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 。

项目3：2017年6月，根据凤阳县财政局凤财【2017】62号文件《关于给予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贷款贴息的通知》内容，凤阳县财政局给予公司2014年、2015年、2016年在金融机构发生的贷款利息50%的利

息补助共计2,139.79万元。 该笔资金已于2017年6月27日收到。 根据最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

补助》的相关规定，财政将贴息资金直接拨付给企业，企业应当将对应的贴息冲减相关借款费用。 该笔资金

冲减报告期内的“财务费用-借款利息” 。

项目4：系公司以前年度收到的与窑炉技改专项补助资金，本期应摊销确认收益24.21万元。 根据最新修

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的，应当在相关

资产使用寿命内按照合理、系统的方法分期计入损益。 该笔奖励资金系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

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 。

项目5-10:主要系公司收取的各项政府补贴资金，如标准化建设项目奖励，安徽名牌奖励资金、岗位技能

补贴等，根据最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收到的根据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

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入-政府补助” 。

【核查程序】

公司年审会计师就上述公司收到的政府各项补助情况，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 获取公司在报告期内收到的全部政府补助相关文件以及与资产相关补助未执行完毕的政府补助文

件，获取并检查政府补助项目相关资金管理使用的政策法规等资料，判断补助项目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

关，同时判断该笔补助资金是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还是不相关；

2、检查公司收到政府补助的银行收款附件，检查拨款单位及款项用途是否与拨付文件一致；

3、检查公司收到的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账务处理是否及时、正确；

4、检查公司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核算是否正确，对应补助资产建设及使用情况，与资产相关的

政府补助的摊销是否与对应资产的折旧或者摊销期间一致，测算政府补助的摊销金额是否正确。

【核查结论】

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6,177.97万元，公司半年报披露时，将收到的上述政府补助合计6,

177.97万元，全部确认为“营业外收入-政府补助” 。

根据财政部财会〔2017〕15号最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对政府补助的

确认、计量和列报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根据新政府补助准则的相关要求，经会计师核查，公司本期实际收到的

政府补助6,177.97万元，其中：应确认“其他收益” 1,802.18万元；冲减“财务费用-借款利息” 2,139.79万元；计

入“营业外收入-政府补助” 2,236.00万元。

上述列报差异对公司半年报利润无影响。

以上处理符合财政部最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

深交所问询：根据半年报披露，你公司于2016年3月30日披露《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拟受让上

海际创赢浩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50.42%认缴出资额的公告》， 称你公司拟受让上海际创赢浩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50.42%认缴出资额。上述交易截至本资产负债表日的进展情况为进展中。请说明上述交易的具体

进展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协议、资金支付、工商变更等，上述进度是否符合相关协议的约定，以及是否均

已按照《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回复：

2016年3月3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受让上海际创赢浩创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50.42%认缴出资额的事项，披露了该事项涉及协议的具体内容，协议明确规定需经公司董事会

及股东大会审议后有效，2016年4月22日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事项。

2016年7月7日上海际创赢浩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按照协议约定，办理了工商变更手续，公司在2016年

7月12日拿到最新营业执照当日披露了《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力股份” ）受让上

海际创赢浩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际创赢浩” ）50.42%认缴出资额事项的后续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16-051号）。

根据协议约定：

“公司同意在其股权受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 （以换发新的工商登记营业执照为准）20个工作

日内，向际创赢浩缴付按照如下计算公式计算的出资额（第一期出资，即与上实创投同比例缴付出资）：

公司第一期出资额=人民币12,100.8万元×上实创投在德力股份第一期出资日时对际创赢浩的实缴出资

额÷上实创投对际创赢浩的认缴出资额

公司剩余的出资应根据贝琛网森基金投资项目的进度需要在贝琛管理向贝琛网森基金各合伙人发出缴

款通知后在通知规定的时间内与上实创投以同等比例（指未缴出资与认缴出资的比例）缴付并注入际创赢

浩。 ”

截止目前公司根据贝琛网森基金投资项目的进度分批次共已支付的出资额为11,000万元， 按照协议约

定的出资额尚有1,100.8万元未出资到位,公司将根据贝琛网森基金投资项目的进度要求进行出资。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均根据协议约定执行，并均已按照《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履行

了信息披露义务。

深交所问询：根据半年报披露，你公司募投项目年产3.5万吨高档玻璃器皿生产线、玻璃器皿生产线技术

改造项目、年产2.3万吨高档玻璃器皿项目、滁州德力晶质玻璃有限公司项目均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截至

2017年上半年均未达到预计收益。上述项目的可行性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相关资产是否需计提相应的减值准

备。

公司回复：

1、2017年1—6月份公司募投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项 目

3.5

万吨高档玻璃生产线

项目（元）

玻璃器皿生产线技术

改造项目

2.3

万吨高档玻璃生产

线项目（元）

滁州德力晶质玻璃有

限公司（元）

主营业务收入

71,309,932.22 27,586,450.04 24,599,957.90

主营业务成本

55,774,116.40 19,969,966.25 19,524,338.60

税金及附加、 管理费

用、销售费用

12,768,277.51 5,019,474.64 11,872,421.18

利润总额

2,767,538.31 2,597,009.15 -19,873,991.14

净利润

2,075,653.73 1,947,756.86 -19,873,991.14

未达到预期效益的说明：

1.1、公司募投项目年产3.5万吨高档玻璃器皿生产线于2012年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该募集资金募投项

目历年实现效益情况：2012年实现155.60万元，2013年实现1,713.61万元，2014年实现176.54万元，2015年实现

627.31万元。 截止2017年6月30日，该项目收益未能达到公司预期主要影响因素如下： ①模具投入：由于该项

目的产品为公司产品的升级，产品生产所需和公司原有模具相比单价较高且模具具有不可替代性，；而我公

司采用的模具摊销方法为一次摊销法，致使当期成本费用较高；②设备折旧：该项目的设备大多为进口设备，

设备原值较高；由于公司的生产特性，设备长期处于高温、震动、强酸碱腐蚀以及超强度使用，根据《企业所

得税实施条例》第九十八条的有关规定，对该项目的玻璃熔炉、退火炉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进行折旧，致使

当期成本费用较高；③产品良率及价格未达预期。近年来公司所处的行业整体低迷，为了保持市场份额，公司

对该项目生产的部分产品做了促销，导致毛利率下降所致。

2015年末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该项目进行改造升级，于2016年3月完成技改，正式投入生产，截止2017年

6月30日该项目生产运营正常。 由于在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上用自有资金进行升级改造，故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目前的使用效益无法进行有效的单独分析与核算。

1.2、玻璃器皿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于2012年10月底全部完工并正式投入使用；截止2017年6月30日，该项

目收益未能达到公司预期的主要原因为受市场环境低迷的影响，以及随着人工成本、原料成本的上升以及公

司为保持市场份额，在经济下滑及餐饮业消费低迷的形势下，对部分产品做了促销导致毛利率下降所致。

募集资金投资的玻璃器皿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后期已陆续使用自用资金进行大修理，项目状态又发生

较大的变化，故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效益目前无法进行有效的单独分析与核算。

1.3、公司“年产2.3万的高档玻璃器皿项目” 2016年4月份正式达产，基本达到预计生产能力。 该项目收益

未能达到预期的主要原因为受市场环境低迷的影响，以及随着人工成本、原料成本的上升以及公司为保持市

场份额，在经济下滑及餐饮业消费低迷的形势下，对部分产品做了促销导致毛利率下降。 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由于在原自有资金投资项目上已进行升级改造，故募集资金项目使用效益目前无法进行有效的单独分析

与核算。

1.4、意德丽塔（滁州）水晶玻璃有限公司于2013年11月投产，2017年1-6月份含各项减值的亏损金额为

19,873,991.14元。受经济下滑及餐饮业消费低迷对销的影响，该项目产能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的释放，产品产销

率未能达到预期；前期由于对进口生产线的消化耗费了较大时间才使得良品率达到设计的预期，致使公司产

品成本较高；同时由于受行业整体低迷的影响，国外品牌在国内的销售价格进行了调整，致使公司产品销售

价格未能达到原定的预期。

2、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公司予以评估并已进行相应的减值计提，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分类 资产分类 资产原值

累计折旧

/

累计摊销

计提减值 账面净值

3.5

万吨高档玻璃生

产线项目

固定资产

－

机器

设备

175,028,593.15 60,022,842.82 1,539,618.10 113,466,132.23

3.5

万吨高档玻璃生

产线项目

固定资产

－

房屋

建筑物

13,703,476.56 3,855,579.54 9,847,897.02

3.5

万吨高档玻璃生

产线项目

无形资产

－

土地

使用权

1,327,199.70 269,906.34 1,057,293.36

3.5

万吨高档玻璃生产线项目合计

190,059,269.41 64,148,328.70 1,539,618.10 124,371,322.61

2.3

万吨高档玻璃生

产线项目

固定资产

－

机器

设备

93,655,676.27 12,598,802.86 81,056,873.41

2.3

万吨高档玻璃生

产线项目

固定资产

－

房屋

建筑物

3,222,057.84 1,448,164.63 1,773,893.21

2.3

万吨高档玻璃生

产线项目

无形资产

－

土地

使用权

1,183,847.32 240,753.44 943,093.88

2.3

万吨高档玻璃生产线项目合计

98,061,581.43 14,287,720.93 83,773,860.50

玻璃器皿生产线技

术改造项目

固定资产

－

机器

设备

130,863,002.12 63,634,994.71 17,273,495.61 49,954,511.80

玻璃器皿生产线技

术改造项目

固定资产

－

房屋

建筑物

11,857,188.23 5,866,401.30 1,489,840.52 4,500,946.41

玻璃器皿生产线技

术改造项目

无形资产

－

土地

使用权

2,814,271.03 635,891.94 2,178,379.09

玻璃器皿生产线技

术改造项目

在建工程—设备

安装工程

9,732,757.55 1,997,500.00 7,735,257.55

玻璃器皿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合计

155,267,218.93 70,137,287.95 20,760,836.13 64,369,094.85

意德丽塔 （滁州）水

晶玻璃有限公司

固定资产

－

机器

设备

110,639,875.71 55,693,469.83 15,509,127.61 39,437,278.27

意德丽塔 （滁州）水

晶玻璃有限公司

固定资产

－

房屋

建筑物

53,490,436.92 9,121,544.07 7,403,272.39 36,965,620.46

意德丽塔 （滁州）水

晶玻璃有限公司

无形资产

－

土地

使用权

11,450,191.13 1,049,600.95 10,400,590.18

意德丽塔（滁州）水晶玻璃有限公司合

计

175,580,503.76 65,864,614.85 22,912,400.00 86,803,488.91

上述募集资金项目没有实现预期效益主要系受行业整体低迷及市场竞争等多重因素影响， 使得产品销

售价格以及毛利率未达预期，但项目的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截止2017年6月末，上述资产减值情况为：2.3

万吨高档玻璃生产线项目资产组经评估机构评估，未发生减值，无需计提减值准备；3.5万吨高档玻璃生产线

项目资产组经评估机构评估，未发生减值，计提的1,539,618.10元减值系更换的设备爆口机、拉伸机按单项资

产计提的减值准备；玻璃器皿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资产组经评估机构价值测试，合计计提20,760,836.13元的

减值准备；意德丽塔（滁州）水晶玻璃有限公司资产组经评估机构减值测试，计提22,912,400.00元减值准备；

本报告期内公司对上述资产进行了减值判断，除已计提的减值外，无新增减值。

深交所问询：根据半年报披露，报告期内，你公司转回或转销存货跌价准备1,242.13万元。 请说明上述转

回或转销存货跌价准备的具体情况与原因。

公司回复：

（1）本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存货跌价准备标准进行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存

货》规定，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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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根据存货类别划分为原材料、在产品、周转材料、库存商品。

1）报告期末原材料主要系纯碱、重质碱、石英砂等，流动性较好，无积压库存。 期末计提的原材料减值准

备主要系白玉瓷碎玻璃，由于公司已停产白玉瓷产品，原材料结存的白玉瓷碎玻璃流动性较差，暂无使用计

划，公司按照碎玻璃市场价扣除相关处置费用后与账目结存成本比较，期末计提减值准备29.33万元，其他原

材料计提减值准备12.36万元。

2）公司产品生产周期短，在产品金额基本固定，主要系熔炉内玻璃溶液，且金额较小。 根据公司产销安

排，流动性政策，本期在产品无新增减值准备。

3）周转材料主要系包装物，部分包装物库存时间较长，存在霉烂毁损现象，公司对包装物的减值测试方

法采用“库龄分析法” ，按资产负债表日余额的一定比例计提减值，本期经测算本报告期计提跌价准备39.71

万元。 具体计提政策如下：

库龄 包装物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1－2

年

20.00%

2－3

年

50.00%

3

年以上

90.00%

4）公司期末库存商品较多，整体经济环境持续低迷，公司所处行业中小企业众多，主营业务毛利率呈现

逐年下降趋势，受市场竞争影响，国外竞争对手在国内的产品降价，在市场环境相对低迷的情况下，行业内低

价促销等无序竞争明显，报告期末存货出现一定积压，为保持一定的市场占有率，公司对部分市场及产品加

大了折让和促销力度，公司部分存货存在减值迹象。

公司对报告期末库存商品进行减值测试，具体政策如下：对期末库存商品计提减值准备区分常规产品和

定制化产品（礼品促销品），区分标准为①库龄在3年以上常规产品和库龄超过1年的定制化产品；②库龄未

超过3年库龄未超过1年的定制产品。 对不同产品采用可变现净值的测算方法如下：

i、库龄在3年以上常规产品和库龄超过1年的定制化产品，由于结存年限较长，公司通过分析产品入库、

销售等流动性情况，判断未来预计销售情况，对未来无法通过市场变现，只能通过回炉二次利用的库存商品，

公司对此部分积压库存，按照碎玻璃的市价来测算应计提的减值准备。可变现净值为库存重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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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对库龄未超过3年的常规产品及库龄未超过1年的定制产品，此类产品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公司对此类产品

按照预计资产负债表日的市场销售价格计算可变现净值，可变现净值的确定方法为：资产负债表日库存商品

的售价（不含税）*库存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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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价。

（2） 截止2017年6月30日公司存货跌价准备期末余额为3,437.65万元， 较期初增加853.24万元， 增长

33.01%。

存货跌价明细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其他 转回 转销 其他

原材料

62.22 20.53 41.69

在产品

12.89 12.89

库存商品

2,426.89 2,055.66 1,202.52 3,280.03

周转材料

82.41 39.71 19.08 103.04

合计

2,584.41 2,095.37 1,242.13 3,437.65

（3）公司半年度报告中，转销存货跌价准备1,242.13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①“原材料” 报告期内转销存货跌价准备20.53万元，转销原因：报告期内，公司对无使用计划的“原材

料—白玉瓷碎玻璃”进行销售，由于其已计提了减值准备，故期末结转其销售成本时需将其已计提的减值准

备转销所致。

②“库存商品” 报告期内转销存货跌价准备1,202.52万元，转销原因：报告期内，因公司产品销售需要，本

期销售的产品中有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库存商品， 故期末结转产品销售成本时需将该产品已计提的减值准备

转销所致。

③“周转材料” 报告期内转销存货跌价准备19.08万元，转销原因：报告期内，公司产品生产所需，本期投

入的“周转材料—包装物” 中有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包装物，故期末结转其消耗成本时需将已计提的减值准备

转销所致。

深交所问询：根据半年报披露，你公司报告期末房屋及建筑物、熔炉、退炉、煤室发生炉、机器设备、其他

设备等暂时闲置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共计12,207.61万元。请说明上述资产闲置的原因、未来使用计划，以及

是否已计提了充分的减值准备。

公司回复：

1、公司报告期末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其他设备等暂时闲置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共计12,207.61万

元。 公司存在资产闲置的原因主要分为：

（1）根据窑炉使用情况，对部分炉龄期截止的窑炉需要维修检测或者大修理，检修及技术升级改造期

间，会导致部分设备资产暂时闲置；

（2）公司根据市场产品需求变化情况，会新增生产线补充现有产品结构，在设备正常投入使用之前，暂

时闲置；

（3）公司在正常生产经营，如设备故障可能会需要临时更换设备，故公司会备用一部分设备替换使用，

备用设备属于闲置状态；

（4）公司生产线技改中，对拆除、替换及报废等原因，无法正常使用且无后续使用计划的资产，处于闲置

状态。

2、公司期末闲置资产的情况及未来使用计划

单位：元

闲置原因 固定资产类别 固定资产原价 累计折旧 减值准备 账面净值 备注

公司资产处于

技术升级改造

期间暂时闲置

房屋、建筑物

11,066,820.68 5,298,164.61 272,820.82 5,495,835.25

机器设备

184,533,178.25 78,432,186.53 17,854,563.05 88,246,428.67

其他设备

8,832,544.27 3,155,376.16 941,419.20 4,735,748.91

小 计

204,432,543.20 86,885,727.30 19,068,803.07 98,478,012.83

新产品生产线

未投入使用暂

时闲置

机器设备

13,251,554.28 2,038,983.84 1,538,652.72 9,673,917.72

小 计

13,251,554.28 2,038,983.84 1,538,652.72 9,673,917.72

正常生产经营

需要临时更换

备用

房屋、建筑物

机器设备

20,101,692.11 8,859,048.13 1,471,799.55 9,770,844.43

其他设备

438,028.14 371,485.47 0.00 66,542.67

小 计

20,539,720.25 9,230,533.60 1,471,799.55 9,837,387.10

无法正常使用

且无后续使用

计划

房屋、建筑物

机器设备

9,210,979.29 1,977,687.95 3,146,528.12 4,086,763.22

其他设备

小 计

9,210,979.29 1,977,687.95 3,146,528.12 4,086,763.22

合 计

247,434,797.02 100,132,932.69 25,225,783.46 122,076,080.87

针对公司期末闲置资产，公司未来进一步的使用计划如下：

1）公司根据窑炉使用情况，会对部分炉龄期截止的窑炉需要维修检测或者大修理，检修及技术升级改

造期间，会导致部分设备资产暂时闲置，待窑炉检修合格后，设备即投入使用。

2）公司2013年购置的进口奶瓶生产线，计划补充公司产品结构，拓展新的市场领域，但因设备存在技术

问题无法正常使用，导致设备一直闲置。 公司针对该奶瓶生产线设备仍在积极与国外技术专家进行沟通，寻

求技术突破，积极开拓市场争取早日投入使用。

3）对为保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临时更换备用的资产，可根据生产需求，进行调配替换使用。

4）对公司生产线技改拆除、替换及报废等原因，无法正常使用的，公司对此类资产暂无后续使用计划，

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予以处理。

3、截止2017年6月30日,公司暂时闲置固定资产及其减值情况如下：

单位：元

固定资产类别 固定资产原价 累计折旧 减值准备 账面净值 备注

房屋、建筑物

11,066,820.68 5,298,164.61 272,820.82 5,495,835.25

熔炉、退炉、煤室

发生炉

74,758,320.03 42,359,271.97 6,311,933.47 26,087,114.59

机器设备

152,339,083.90 48,948,634.48 17,699,609.97 85,690,839.45

其他设备

9,270,572.41 3,526,861.63 941,419.20 4,802,291.58

合计

247,434,797.02 100,132,932.69 25,225,783.46 122,076,080.87

截止2017年6月30日末，公司闲置资产累计计提减值准备25,225,783.46元，其中：因窑炉技改暂时闲置的

资产期末经减值测试无新增减值准备，期末累计已计提减值准备19,068,803.07元；奶瓶生产线因以前年度已

经计提减值准备1,538,652.72元，已足额计提减值，本期无需新增计提减值准备；备用闲置设备经减值测试，期

末累计已计提1,471,799.55元减值准备，已足额计提；对公司生产线技改拆除、替换及报废等原因，无法正常使

用的资产：其中对十一分厂窑炉技改拆除的焊接拉伸机和一台爆口机，上年末已委托专业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其可收回金额，合计计提减值准备1,539,618.10元，已足额计提减值准备；公司对其余资产已按照资产预计净

残值作为可收回金额，截止期末已累计计提减值准备1,606,910.02元，已足额计提减值准备。

深交所问询：根据半年报披露，报告期内，你公司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现金中的保证金等往来款同

比下降-89.58%。 请说明下降的具体原因。

公司回复：

公司半年报报告期内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现金中的“保证金等往来款” 本期发生额541.40万元，较

上年同期减少4,653.35万元，下降89.58%，主要系：（1）上期公司退还2015年度重大资产重组配套融资参与方

1,000.00万元保证金；（2） 上期公司支付深圳市夏鸣信息技术投资发展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投标定金1,

453.30万元；（3）本期支付的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较上年同期减少405.86万元以及本期因业务合作需要向客

户支付的投标保证金较上年同期减少等事项综合影响所致。

2017年10月13日，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人）《关于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半年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问询函的回复》所涉相关事项的专项意见，详细内容详见

公告。

特此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0月20日

2017年 10月 21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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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众和 公告编码：2017-092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亏损业务资产出售重大事项，分别于2017年6月2

日、2017年6月9日披露了《关于筹划亏损业务资产出售的重大事项暨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40）、《关于筹划亏损业务资产出售重大事项进展暨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45）。经论证，该拟筹划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于2017年6月16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46），于2017年6月23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继续停

牌公告》。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仍在商洽和沟通中，相关方案仍未确定，交易事项仍具有不确定性，且涉

及资产、业务、财务等各方面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量较大，无法按照原计划于2017年7月2日前按要

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草案），公司申请股票延期复牌，并于2017年6月30日披露了《关于重

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50），2017年7月7日、2017年7月14日、2017年7月21

日、2017年7月28日分别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51、

2017-053、2017-055、2017-058）。

由于预计无法在2017年8月2日前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或报告书），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4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等相关规定，2017年8月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同意公司

申请股票继续停牌，公司于2017年8月2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60）。

2017年8月8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申请股票继续停牌的议案》，将

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申请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公司于2017年8月9日、2017年8月16日、2017年8月23日分别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

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6、2017-067、2017-071）。

2017年8月25日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申请股票

继续停牌的议案》，公司于2017年8月26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73）， 于2017年9月2日、2017年9月9日、2017年9月16日、2017年9月23日、2017年9月30日、2017年10月

14日分别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75、2017-078、2017-080、

2017-081、2017-086、2017-090）。

【前述重大资产出售相关进展详细情况请参阅公司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对初步方案可行性论证尚在进行中，经申请，公司股票

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

展公告。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十月二十一日

A股代码：601238� � � � A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7-103

H股代码：02238� � � � H股简称：广汽集团

债券代码：122242、122243、122352� � � �债券简称：12广汽01/� 02/03

� � � � � � � � � 113009、191009� � � � � � � � � � � � � � � � � � � � � �广汽转债、广汽转股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56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56次会议于2017年10月19

日（星期四）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应参与表决董事10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0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广汽汇理2017年第一期个人汽车抵押贷款证券化项目的议案》。 同意合营公

司广汽汇理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不超过40亿元汇通2017年第一期个人汽车抵押

贷款资产支持证券。

表决结果：10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广汽本田AC车型项目的议案》，同意合营公司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AC车型

项目的实施。 项目计划总投资38,345万元，资金来源由企业自筹解决。

表决结果：10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广汽商贸西北仓储物流项目的议案》，同意子公司广州汽车集团商贸有限公

司西北仓储物流项目的实施，项目总投资13,800万元，其中广州汽车集团商贸有限公司注资6,900万元，其

余6,900万元由企业自筹解决。

表决结果：10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20日

证券简称：西藏药业 证券代码：600211� � � �编号：2017-073

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扶持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2017年10月19日收到了西藏山南市统筹城乡发展管理委员会《关于拨付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扶持资金的批复》（山统管发[2017]26号），同意向本公司拨付扶持资金1347.01万元，截止本公告

日，本公司已收到了上述款项。

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将上述资金确定为营业外收入并计入公司2017年度损益（具体

会计处理需以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上述资金的取得将对公司2017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002205� � � �证券简称：国统股份 编号：2017－060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项目取得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近日，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收到土默特左旗城发投资经营有

限责任公司发来的土默特左旗哈素海旅游新村建设一期工程 PPP�项目中标通知书，确定中交隧道工程

局有限公司与本公司（联合体）为该项目的成交中标人。 该项目总投资约为人民币壹拾贰亿贰仟零伍拾

肆万肆仟贰佰元整（122,054.42万元）。根据中标通知书，中标金额为：205,026.20万元，为合作期内财政补

贴总额估算值。 该中标项目的有关内容请详见2017年8月29日巨潮资讯网的有关公告 （公告编号：

2017-053）。

本公司尚未与该工程业主方签订合同，因此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内容待合同签订后另行

公告，提请投资者谨慎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257� � � �证券简称：大湖股份 编号：2017-041号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已于2017年9月25日起停牌，并于2017年10月

9日起继续停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9月23日和2017年9月30日披露的《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37）、《关于重大事项停牌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8）。 公司于2017年10月14日

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39），确定上述重大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预计公司股

票自2017年9月25日起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目前，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

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时公告并复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

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603816� � � �证券简称：顾家家居 公告编号：2017-056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7年10月2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同意聘任廖强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廖强先生诚实信用，勤勉务实，具有较高的管理和业务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际

工作经验，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和履职能力，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

戒。 本次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聘任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同意董事会聘任廖

强先生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特此公告。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21日

附：廖强先生简历

廖强，男，1976年出生，中共党员，MBA。 1999年参加工作，曾任广东美的集团分公司总经理、青岛海

尔空调事业本部本部长助理兼华南、西南大区总监、深圳中建担保集团总裁、宁波奇帅电器总经理、顾家

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国内营销总部总经理、休闲产品事业部联席总经理，目前担任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零售事业本部总经理。

证券代码:002880� � � �证券简称:卫光生物 公告码:2017-043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公告内容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10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了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码:2017-041）。 因公告内容出现遗漏，现对公告

内容补充如下：

补充前的内容：

"1、审议通过《关于 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同时发布的公告。 "

补充后的内容：

"1、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同时发布的公告。 "

除了上述补充内容外，原公告中其他内容不变。 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投

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002880� � � �证券简称:卫光生物 公告码:2017-044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和补选董事候选人

公告内容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10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和补选董事候选人的公告》（公告码:2017-042）。 经事后核查，发现

上述公告附件中个人简历部分内容需要补充，现将公司总经理和董事候选人简历补充如下：

补充前的内容：

张战先生简历

张战，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深圳市高层次领军人才，

享受深圳市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994年7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历任技术员、副主任、主任、部长，2010年3月

起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张战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或总经理的情形。

补充后的内容：

张战先生简历

张战，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深圳市高层次领军人才，

享受深圳市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994年7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历任技术员、副主任、主任、部长，2010年3月

起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张战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第3.2.3条以及《公司法》、《公司章程》所列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或总经理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