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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05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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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德豪润达”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
2019年11月17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并于2019年11月19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9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的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1、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暨出售LED国内照明大部分业务的议案》。
基于谨慎性原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董事王晟、王冬雷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出售子
公司股权暨出售LED国内照明大部分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48）。
2、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出售子
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49）。
3、审议通过了《关于收到凯雷电机函件暨房产租赁方变更的关联交易议案》。
关联董事王晟、王冬雷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收到凯
雷电机函件暨房产租赁方变更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19-150）。
三、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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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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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9年11月17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2019年11月19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 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3名，
实际参与表决监事3名。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1、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暨出售LED国内照明大部分业务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德豪照明100%股权出售暨将LED国内照明大部分业务出售，
主要是为了盘活公司存量资产，缓解公司资金压力，降低财务风险。 本次交易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基于谨慎性原则，相关董事在审议本事项时回避了表
决，交易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出售子
公司股权暨出售LED国内照明大部分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48）。
2、审议通过了《关于收到凯雷电机函件暨房产租赁方变更的关联交易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子公司珠海德豪电气本次房产租赁方变更的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关联董事在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回避
了表决，关联交易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收到凯
雷电机函件暨房产租赁方变更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19-150）。
三、备查文件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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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苏明泉

1500

30%

中山市润 昌实业发 展有 苏威凯
限公司
苏志强

1300

26%

林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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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联交易概述
1、经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德豪润达” ）于2019年4月2日召开的第六届
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公司子公司珠海德豪润达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
德豪电气” 、“承租方” ）向珠海凯雷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雷电机” 、“出租方” ）租赁位于珠海市高新
区唐家湾镇金凤路1号土地上的所有房产（以下简称“标的房产”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8日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 《关于子公司向珠海凯雷电机有限公司租赁房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27）。
近日，珠海德豪电气收到凯雷电机及其控股股东珠海德豪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德豪投资” ）发
来的《房屋租赁变更函》（以下简称“变更函” ），函件提及：因凯雷电机与珠海德豪投资的合作业务需要，特
向珠海德豪电气提出房屋租赁合同“出租方” 履行主体变更；自2020年1月1日起，将原合同的出租方由“珠海
凯雷电机有限公司” 变更为“珠海德豪投资有限公司” ，即由珠海德豪投资来履行上述《房产租赁合同》，除与
此之外，合同的其它内容均无变化。
根据上述函件的要求，凯雷电机、珠海德豪投资拟与珠海德豪电气签署《房产租赁合同补充协议》进行约定。
2、因过去的十二个月内，王晟、王冬雷的亲属王冬梅曾在凯雷电机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的职务，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6条的有关规定，本次房产租赁方变更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于2019年11月1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议，关联董事
王晟、王冬雷回避了表决。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收到凯雷电机函件暨房
产租赁方变更的关联交易议案》。 监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审核意见，独立董事出具了关于本次关联
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规定，本次房产租赁的关联交易事
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对方珠海德豪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珠海德豪投资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14-12-16
3、法定代表人：陈桂龙
4、注册资本：41000万元人民币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324781181T
6、注册地址：珠海市香洲区夏美路161号(南厦丰泽园)2栋二层商铺269A
7、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8、所属行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8、股东情况：珠海市建饰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持有期100%股权。
9、关系说明：过去的十二个月内，王晟、王冬雷的亲属王冬梅曾在凯雷电机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的职务，
因此本次租赁方变更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珠海德豪电气承租的标的房产位于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凤路1号。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按照《变更函》的内容，本次交易的租金、管理费金额与原协议保持不变。
五、拟签署的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出租方）；凯雷电机
乙方（承租方）：珠海德豪电气
丙方（转租方）：珠海德豪投资
鉴于甲乙双方签订的房产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为2019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 现由于甲方与丙方的
合作业务需要，可能无法按照原合同继续延续，为了不影响乙方的正常生产经营，更好的为乙方提供服务，甲
方提出房产租赁合同“出租方” 履行主体变更事宜。
为进一步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对相关事项做如下调整：
1、“出租方” 及“发票销售方” 变更：
自2020年1月1日起，将原合同的甲方（出租方）“珠海凯雷电机有限公司” 变更为丙方（转租方）“珠海
德豪投资有限公司” ，即由珠海德豪投资有限公司来履行上述《房产租赁合同》，并负责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2、收款账户信息变更：
账户名称：珠海德豪投资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珠海唐家支行
银行账号：200202170910028****
3、房产租赁押金
乙方（承租方）已支付的房产租赁押金，由丙方（转租方）在租赁合同结束时退还。
除上述内容以外，原租赁合同所约定的租赁面积、期限、租金价格、管理费、付款期限等内容均无变化。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房产租赁方变更事项主要是凯雷电机与其控股股东因合作业务需要，而向珠海德豪电气提出租赁方
变更要求，除出租方、发票销售方、收款账户信息等有所调整外，原租赁合同所约定的租赁面积、期限、租金价
格、管理费、付款期限等内容均无变化。 因此，对公司本期和未来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七、年初至今与关联人的关联交易
年初至今，本公司、珠海德豪电气与珠海德豪投资没有发生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
经审阅公司提交的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有关资料，本次房产租赁方变更的事项是凯雷电机与其控股
股东因合作业务需要，而向珠海德豪电气提出租赁方变更要求，除出租方、发票销售方、收款账户信息等有所
调整外，原租赁合同所约定的租赁面积、期限、租金价格、管理费、付款期限等内容均无变化，因此，我们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子公司珠海德豪电气本次房产租赁方变更的关联交易事项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交易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九、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子公司珠海德豪电气本次房产租赁方变更的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关联董事在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回避
了表决，关联交易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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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方

出资额（万元）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安
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占注册资本比例
5000

100.00%

9、交易标的资产情况
（1）公司LED国内照明业务情况
截止评估基准日2019年6月30日，公司LED国内照明业务涉及的股权架构如下：

2019年6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

47,112.18

28,895.68

总负债

35,765.38

17,181.17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50,138.60

负债总额

76,172.06

40,332.82

9,653.83

9,805.78

所有者权益

净利润

（3）本次出售涉及的资产范围
本次出售的资产主要涉及标的公司的生产经营业务、标的公司作为专利权人的相关专利、德豪照明向惠
州雷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雷士” ）获得的商标使用许可。
商标使用许可情况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3日披露的《关于商标使用许可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94）。
10、德豪照明的主要财务数据（备考合并报表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18%

85,825.89

营业收入

（2）本次拟出售的LED国内照明大部分业务涉及的公司股权架构如下：

26%

资产总额

利润表项目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补充公告

900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上述公司中，德豪照明及蚌埠雷士的主业务为研发、生产、销售T5、灯带业务，芜湖三颐照明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芜湖三颐” ）的主业务为研发、生产、销售T8、球泡灯业务。
由于本次交易不涉及LED照明T8、球泡灯业务，因此，公司将经营该部分业务的芜湖三颐从德豪照明拆分
出来，并将其股权变更至德豪润达。
2019年11月7日，相关工商登记已完成变更，变更完成后相关股权结构如下：

1300

9、中山威斯达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2019年1-9月

2018年度
40,687.60

54,395.66

-151.95

-403.24

上述数据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威斯
达电器（中山）制造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9]第ZC10535号）。
10、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威斯达电器（中山）制造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众
联评报字[2019]第1326号），目标公司100%股权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为：
截止评估基准日2019年9月30日，中山威斯达经立信会计师审计后的总资产为85,825.89万元，总负债为
76,172.06万元，净资产为9,653.83万元；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为29,711.22万元，增值20,057.39万元，增值
率207.77%。
经股权交易双方协商，本次股权出售以246,859,342.74元作为股权交易价格。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受让方）：中山市润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出让方）：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出让方）：德豪润达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丁方（甲方保证人）：苏明泉
戊方（乙方、丙方保证人）：扬州德豪润达光电有限公司
（一）股权转让价格
1、乙方丙方同意将持有目标公司100%股权，以246,859,342.74元转让给甲方，甲方同意按此价格受让上
述股权目标公司100%股权。 交易价以目标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值为基准（评估基准日为2019年9月30
日），双方协商一致后确定为人民币246,859,342.74元。
2、因本次股权转让交易所产生的税费，由甲乙双方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规定各自承担。
（二）价款支付方式
1、股权转让价款16,500万元按《股权转让协议》分三次支付，首次支付200万元，第二笔支付股权款15,
475万元，过渡期结束1个月内支付尾款825万元。
2、股权转让余额81,859,342.74元，甲方以2019年12月31日的商业承兑汇票支付给乙方。
（三）股权转让流程
1、本《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11月28日前甲方、甲方融资方、乙方及平安银行在平安银行开设四方共管
账户（以甲方名义开立）。 甲方最迟11月28日前向上述四方共管账户存入人民币8000万元。
2、12月2日前，甲方、丁方、目标公司与甲方融资方签订融资合同，以目标公司不动产作为抵押物，甲方向
甲方融资方借款，借款合同约定将借款金额存入上述四方共管账户。 丁方需要向目标公司提供反担保。
3、甲方存入8000万且乙方股东大会通过后，乙方、丙方协助目标公司在原已设定抵押的四地五房上再次
设定以甲方指定的融资方为抵押权人的二次抵押手续。
4、在办理上述二次抵押手续后5日内，甲方的融资方将贷款按照甲方要求存入上述四方共管帐户，甲方最
迟于12月13日向共管账户存入总金额15,475万元。
5、甲方存入15,475万元后1日内，乙方丙方向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递交股权转让变更登记资料。
6、在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乙方丙方将100%股权转让给甲方的工商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后1日内，
平安银行直接将四方共管账户的15,475万元支付至共管协议中约定的乙方丙方收款账户，同一天内，平安银
行向中山市国土局递交解除对目标公司的“四地五房” 抵押登记申请手续。
7、中山市国土局出具注销平安银行对目标公司“四地五房” 抵押登记。 同时，原支付200万元定金转为股
权转让款。
8、如果因为政府部门原因导致甲方不能支付至丙方在平安银行开立的离岸账户，则乙方可以代丙方收取
该笔股权转让款74,057,802.82元。
9、股权转让余额81,859,342.74元，甲方以2019年12月31日的商业承兑汇票支付给乙方。
10、股权转让手续完成后，在过渡期满1个月之日，受让方将剩余股权转让款825万元支付给乙方。
（四）过渡期内各方权利义务
过渡期期间，除小家电业务资产包产生的损益归属于上市公司之外，目标公司的各方产生的其他业务收
益及相应费用由各方承担。
（五）适用法律、协议解释、争议解决
1、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及争议等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
保护和管辖。
2、本协议未尽事应由各方另行协商订立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系本协议不可分割的部分，与本协议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如本协议的相关内容与补充协议中的约定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为准。
（六）其他
1、戊方自愿就乙方、丙方履行本协议项下的全部义务向甲方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2、本协议经乙方、丙方有权机关（指董事会、股东会）表决同意后且各方或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或授
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五、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1、由于小家电业务资产包仍由上市公司控制和经营，因此本次股权出售不涉及人员安置；关于土地租赁
的安排，过渡期期间，乙方和丙方可以免费使用目标公司场地，过渡期满后，如果乙方和丙方需要继续使用目
标公司场地，双方另行根据市场价格签订租赁协议。
2、本次股权转让所得款项主要用于偿还银行贷款、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等。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本次将中山威斯达100%股权转让给昌润实业，主要是为了盘活公司的存量资产，转让所得款项主
要用于偿还银行贷款、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等，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结构、提高流动性、降低负债率、降低财
务风险。
2、本次股权转让将给公司带来约15,000万元（税前）的收益，但该等股权转让损益的确认需以会计师年
度审计之后的结果为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3、本次股权转让后，本公司仅将中山威斯达小家电业务资产包（不含土地和房产）纳入合并报表。 本公司
不存在为中山威斯达提供担保、委托其理财的情况。
4、本次交易的过渡期结束后，小家电业务资产包将由本公司或本公司指定的子公司承接出来独立运营。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将中山威斯达100%股权对外转让，主要是为了盘活公司的存量资产，并将转让所得款项用于偿还银
行贷款、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等；此外，我们了解到，交易过程中会涉及到以目标公司不动产作为抵押物的一
个过渡期安排，对此我们表示理解。 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本公司《公司章程》等制度的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子公司股权转让事宜。
八、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3、《信会师报字[2019]第ZC10535号审计报告》
4、《众联评报字[2019]第1326号评估报告》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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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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权出售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本次股权出售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交易概述
1、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德豪润达” ）为了盘活公司的存量资产，缓
解本公司资金压力，降低财务风险，拟通过出售全资子公司广东德豪润达照明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豪
照明” 、“标的公司” ）100%股权给Brilliant Lights (Dragon) Pte. Ltd（以下简称“买方 ” 、“Dragon公
司” ）的方式，将LED国内照明大部分业务出售（以下简称“本次股权出售” 或“本次交易” ）。 德豪照明100%
股权评估值为48,800万元，经双方友好协商，本次股权出售以4.9亿元作为交易价格。
2、 由于本次交易的对手方Dragon公司的股东系Lighting Holdings II Pte.Ltd （以下简称“Lighting
Holdings II” ），Lighting Holdings II的另一家全资子公司收购本公司参股公司雷士照明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雷士照明” ）中国业务大部分权益（目标公司70%股权）的事项正在进行中，且已获得雷士照明于
2019年11月18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为避免潜在利益冲突，基于谨慎性原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王晟、王冬雷（王冬雷为雷士照明董事，且与王晟为兄弟关系）在审议本次
股权出售事项的董事会上回避了表决。
3、 公司于2019年11月1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对上述股权出售事项进行了审议， 董事王
晟、 王冬雷回避了表决，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暨出售
LED国内照明大部分业务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4、本次股权出售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5、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本公司《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本事项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基于谨慎性原则，股东芜湖德豪投资有限公司（王冬雷持股90%）及其一致行动人王晟、怡迅（珠海）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雷士照明的子公司）需回避表决。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Dragon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Brilliant Lights (Dragon) Pte. Ltd
2、授权代表：Yan Chengkang
3、注册资本：1美元
4、注册地址：10 Changi Business Park Central 2, #05-01, Hansapoint, Singapore (486030)
6、主营业务：投资控股公司
7、股东情况：
Dragon公司的股东为Lighting Holdings II。 Lighting Holdings II是一家在新加坡注册成立的私人有
限公司及由KKR Asian Fund III L.P.间接控制的实体。 KKR Asian Fund III L.P.受KKR ＆ Co. Inc.（连
同其联营公司统称「KKR ＆ Co.」）的联营公司管理及/或提供咨询。 KKR ＆ Co.是一家全球领先的投资公
司，与管理对冲基金的策略伙伴管理多种不同资产类别，包括私募股权、能源、基础设施、房地产及信贷。
8、 与公司的关系说明：Dragon公司的股东系Lighting Holdings II，Lighting Holdings II的另一家全
资子公司收购本公司参股公司雷士照明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士照明” ）中国业务大部分权益（目标公
司70%股权）的事项正在进行中，且已获得雷士照明于2019年11月18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为避免潜
在利益冲突，基于谨慎性原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王晟、王冬雷（王
冬雷为雷士照明董事，且与王晟为兄弟关系）在审议本次股权出售事项的董事会上回避了表决，股东芜湖德豪
投资有限公司（王冬雷持股90%）及其一致行动人王晟、怡迅（珠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雷士照明子公司）也
将在审议本事项的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9、Dragon公司履约能力分析
本次交易的资金将由KKR100%间接控制的子公司所管理的基金全额提供，并由Dragon公司根据协议约
定进行支付，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权出售的交易标的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德豪照明的100%股权
1、公司名称：广东德豪润达照明电气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 2016-11-18
3、法定代表人：李荣波
4、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5、注册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凤路1号办公楼三楼301室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4W00YF2P
7、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8、股东情况：

资产负债表项目

9、履约能力分析
昌润实业拥有十多间关联公司，合计投资资金为人民币8988.68万元，拥有二十多处自有厂房、商铺等物
业，资产总值3.5亿元，显示中山市润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雄厚的资金实力，该公司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中山威斯达100%的股权，其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威斯达电器（中山）制造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1999-12-03
3、法定代表人：陈泽生
4、注册资本：1100万美元
5、注册地址：广东省中山市五桂山镇长命水村
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7、经营范围：生产电热水煲、室外烤炉、多士炉及上述产品配件;全自动家用面包机、烤箱、烧烤器、电炸
锅、冰淇淋机、咖啡壶、电风筒、汽车清洁机、电动割草机等家用电器产品及其零配件,电饭煲、搅拌器、电煎锅,
产品内销百分之二十五。 数字音、视频编解码设备;宽带接入网通讯系统设备;移动通信系统设备等电子产品,
产品内销百分之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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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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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凯雷电机函件暨房产租赁方
变更的关联交易公告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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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交易概述
1、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本公司” 、“德豪润达” ）的子公
司威斯达电器（中山）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威斯达” 、“目标公司” ）主营公司小家电的生产经营业
务，同时中山威斯达名下还包含土地使用权及相关地上建筑物、构筑物。
为了盘活公司的存量资产、改善公司资产结构、提高流动性、降低负债率、降低财务风险等，公司拟出售中
山威斯达100%股权给中山市润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昌实业” ）。
本次股权交易以246,859,342.74元作为交易价格，经双方友好协商确认，其中，所含的小家电业务资产包
的价值确认为81,859,342.74元。 由于中山威斯达主营公司小家电业务的生产经营，小家电业务为公司主业之
一，为了保证公司小家电业务的完整性，中山威斯达的小家电业务资产包仍由上市公司控制和经营，待过渡期
结束后，小家电业务资产包将由本公司或本公司指定的子公司承接出来独立运营。
2、作为交易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期安排，《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12月2日前，甲方、丁方、目标公司与甲方
融资方签订融资合同，以目标公司不动产作为抵押物，甲方向甲方融资方借款，借款合同约定将借款金额存入
上述四方共管账户。 丁方需要向目标公司提供反担保；甲方存入8000万且乙方股东大会通过后，乙方、丙方协
助目标公司在原已设定抵押的四地五房上再次设定以甲方指定的融资方为抵押权人的二次抵押手续” ， 根据
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担保事项的有关规定，本议案需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2/3以上董事同意并经全体
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3、公司于2019年11月1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
议通过了本次股权出售事项。 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出具了独立意见。
4、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本公司《公
司章程》、《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等的有关规定，本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润昌实业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中山市润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苏威凯
3、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4、注册地址：中山市港口镇木河迳东路3号5卡之二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540GQX9R
6、经营范围：投资办实业;生产、加工、销售:家用电器及其配件、注塑制品、五金制品;工业用房租赁。
7、昌润实业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与公司未发生类似业务。
8、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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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暨出售LED国内
照明大部分业务的公告

所有者权益
利润表项目
营业收入

11,346.80
2019年1-6月

11,714.51
38,692.01

利润总额

2,936.67

7,896.70

净利润

2,202.50

5,922.53

注1：上述数据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
《广东德豪润达照明电气有限公司LED照明T5及灯带业务备考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9]第
10534号）。
注2：在评估基准日2019年6月30日，德豪照明注册资本为13,000万元，实收资本13,000万元；在评估基准
日后，德豪照明办理了减资，减少实收资本8000万元，该事项已于2019年8月27日获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
变更登记，变更后德豪照明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实收资本5000万元。
11、本次股权出售涉及债权债务转移的情况
标的公司的债权债务随着股权一起出售，相关权利和义务按正常商业条款履行。
12、本次股权出售涉及合并报表范围变更的情况
本次股权出售完成后，德豪照明及蚌埠雷士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不存在为上述两家子公司提供担保、委托其理财的情形。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联国际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拟实施股权转让涉及广东德豪润达照明电气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联国际评
字【2019】第VIMQB0642号），标的公司在资产基础法及收益法下评估结果如下：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在评估基准日2019年6月30日，德豪照明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人民币11,316.96 万元，评估值为人民币
12,912.80 万元，评估增值1,595.84万元，增值率14.10%。
（2）收益法评估结果
在评估基准日2019年6月30日，德豪照明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人民币11,316.96 万元，评估值为人民币
48,800.00万元，评估增值37,483.04 万元，增值率331.21%。
经股权交易双方协商，本次股权出售以4.9亿元作为交易价格。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Brilliant Lights (Dragon) Pte. Ltd.（受让方）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甲方持有标的公司100%股权。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本协议双方
友好协商，达成条款如下：
第一条 （股权转让标的和转让价格）
一、甲方将其所持有标的公司100％股权（以下称"拟转让股权"）以转让价人民币4.9亿元（以下称"转让价
款"）转让给乙方。
二、附属于第一条第一项所述的拟转让股权的各项权利应随股权的转让而一并转让给乙方。
三、乙方应于本协议签订之后，根据双方一致同意的条款及条件，向甲方支付转让价款。
第二条 （承诺和保证）
甲方特此向乙方作出如下保证：
甲方根据本协议第一条转让给乙方的拟转让股权为其合法拥有，且其拥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
甲方拟转让的股权没有设置任何质押或其他担保权，不受任何第三人的追索。
第三条 （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第四条 （解决争议的方法）
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按其解释。
因本协议或本协议的解释、违反、终止或有效性而产生的或者与之有关的任何争议、纠纷或请求(以下称"
争议")，首先应由该争议的双方通过协商解决。 协商应在任何一方向另一方送交要求协商的书面通知之后立即
开始。
如果争议在该通知发出之日后三十(30)天之内未解决，经争议的任何一方向争议的另一方发出通知(以下
称"仲裁通知书")要求仲裁后，争议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称"仲裁中心")在北京仲裁 。
六、涉及股权出售的其他安排
1、人员安置
人员安排按照“人随资产走” 的原则，在本次股权出售事项得以实施后，德豪照明及蚌埠雷士的人员不发
生劳动关系的变更，其应继续执行与其职工签署的劳动合同，并依照规定为员工提供各项福利。
2、土地租赁安排
（1）德豪照明所使用的土地和房产非本公司所有，本次股权出售交易完成后，由受让方另行与房产所有
方协商场地租赁事宜；
（2）蚌埠雷士所使用的土地和房产为本公司所有，本次股权出售交易完成后，由受让方另行与本公司协
商场地租赁事宜。
七、出售子公司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售德豪照明100%股权暨出售LED国内照明大部分业务主要是为了盘活公司的存量资产， 缓解本
公司资金压力，降低财务风险。
本次股权出售可为公司带来44,000万元（税前）的收益，但该等股权出售收益的确认需以会计师年度审
计之后的结果为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八、年初至今与交易对方的交易
2019年初至今，本公司与Dragon公司未发生交易。
九、独立董事对本次股权出售事项的事前认可及发表的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
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德豪照明100%股权出售暨将LED国内照明大部分业务出售， 主要是为了盘活公司
存量资产，缓解公司资金压力，降低财务风险，因此，对此次股权出售的交易事项我们表示理解，并同意将本次
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基于谨慎性原则，相关董事需在会上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股权出售的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本公司
《公司章程》等制度的规定，交易价格以第三方中介机构的评估价格为基础，经双方友好协商后确定。 因此，我
们同意此次股权出售的交易事宜。
十、监事会意见
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德豪照明100%股权出售暨将LED国内照明大部分业务出售， 主要是为了盘活公司
存量资产，缓解公司资金压力，降低财务风险。 本次交易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基于谨慎性原则，相关董事在审议本事项时回避了表决，交易的审议及表决
程序符合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一、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4、《信会师报字[2019]第10534号审计报告》。
5、《中联国际评字【2019】第VIMQB0642号评估报告》。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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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雷士照明出售其中国业务大部分权益
的非常重大出售事项进展的提示性
公告（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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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关注到参股公司雷士照明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雷士照明” ）陆续发布了其出售中国业务大部分权益的非常重大出售事项的相关公告，具体如下：
1、2019年11月15日，其发布了《特别股息及暂停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公告提及：雷士照明日期为
2019年8月11日之公告及日期为2019年10月31日之通函，内容有关（其中包括）特别股息；
雷士照明董事会宣布特别股息已被确定为每股股份0.9港元。 在（其中包括）股东于股东特别大会上批准
及交割的前提下，特别股息将于2019年12月18日派付予于2019年11月25日名列本公司股东名册的股东；
2、2019年11月18日，雷士照明发布了《2019年11月18日举行之股东特别大会的表决结果》公告，公告内
容显示，其出售雷士照明中国业务大部分权益（目标公司70%股权）的非常重大出售事项，以及宣派特别股息
事项已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持有雷士照明870,346,000股，占其总股本的20.59%。 根据雷士照明发布的上
述公告，按照公司目前的持股数，预计公司将获得约7.83亿港元的现金分红，将有助于改善公司的现金流情况。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司相关信息
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2019年03月31日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编号：2019-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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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更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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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德豪润达” ）于2019年11月16日召开的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公司对2018年度财
务报告进行差错更正，现将相关更正事项具体说明如下：
一、董事会对更正事项的性质及原因的说明
1、公司确认一项因未决诉讼产生的预计负债
2019年5月1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Lumileds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中提及：根据美国法院作出的
判决，被告德豪润达、王冬雷和陈刚毅应承担连带责任，应向原告Lumileds支付6,600万美元的赔偿金，并支付
诉讼费用及按法定利率支付诉讼费利息，其中诉讼费用的具体金额尚需由法院进一步确认。
公司重新审视美国Lumileds公司起诉德豪润达侵占商业秘密一案的诉讼赔偿费账务处理， 即在2018年度
财务报告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的要求。 公司认为，2018年8月法院陪审团出具了
初裁结果，结合外部律师的法律意见分析，该项诉讼已经构成公司当时应当承担的义务，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
经济利益流出， 且基本能确定败诉后赔偿金额为6,600万美元。 公司应当在2018年度确认一项因未决诉讼产生
的预计负债，因此，公司对本项诉讼事项作为一项前期会计差错处理，追溯调整2018年度财务报表，具体如下：
预计负债调增452,971,200.00元， 未分配利润调减452,971,200.00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调减
452,971,200.00元，营业外支出调增452,971,200.00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调减452,971,200.00元。
2、公司确认LED芯片业务非流动资产的计提减值准备
为消除2018年“LED芯片业务相关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 保留事项影响，公司管理层根据授权聘请了
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中联国际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国际” ）对2018年12月31日基准日的LED
芯片业务非流动资产是否发生减值及减值的具体金额进行评估，并出具了《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为编制财务报表拟进行资产减值测试涉及其指定的各项资产可回收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联国际评字
【2019】第OKMQB0606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 ）。 根据评估报告，公司对LED芯片业务非流动资产的各项
减值进行了确认。 公司对LED芯片非流动资产计提减值准备事项作为一项前期会计差错处理，追溯调整2018
年度财务报表，具体如下：
固定资产调减2,119,393,351.54元，在建工程调减27,059,337.54元，无形资产调减516,650,702.34元，
开发支出调减107,215,166.39元，递延收益调增140,267,853.96元，未分配利润调减2,846,605,354.69元，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调减2,846,605,354.69元， 少数股东权益调减63,981,057.08元， 研发费用调增107,
215,166.39元， 资产减值损失调增2,803,371,245.38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调减2,846,605,354.69
元，少数股东损益调减63,981,057.08元。
二、更正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上述调整对公司2018年度、2019年第一季度、2019年半年度、2019年前三季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
响如下（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
（一）对2018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1.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固定资产

2018年12月31日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3,998,058,549.45

-2,119,393,351.54

1,878,665,197.91
220,442,773.88

在建工程

247,502,111.42

-27,059,337.54

无形资产

1,023,590,897.66

-516,650,702.34

开发支出

152,984,217.69

-107,215,166.39

45,769,051.30

452,971,200.00

452,971,200.00

140,267,853.96

246,813,340.00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106,545,486.04

506,940,195.32

未分配利润

-981,813,260.25

-3,299,576,554.69

-4,281,389,814.9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554,049,742.20

-3,299,576,554.69

2,254,473,187.51

252,084,323.82

-63,981,057.08

188,103,266.74

少数股东权益

2. 合并利润表项目
项目

2018年度
更正前

更正金额

研发费用

59,790,875.11

107,215,166.39

167,006,041.50

资产减值损失

307,868,901.48

2,803,371,245.38

3,111,240,146.86

营业外支出

更正后

5,994,163.71

452,971,200.00

458,965,363.71

净利润

-689,723,400.67

-3,363,557,611.77

-4,053,281,012.4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7,719,031.15

-3,299,576,554.69

-3,967,295,585.84

少数股东损益

-22,004,369.52

-63,981,057.08

-85,985,426.60

3.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更正前

预计负债
未分配利润

310,497,013.48

更正金额

更正后

452,971,200.00

452,971,200.00

-452,971,200.00

-142,474,186.52

4. 母公司利润表项目
项目
营业外支出
净利润

2018年度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914,139.98

452,971,200.00

453,885,339.98

113,374,570.60

-452,971,200.00

-339,596,629.40

（二）对2019年第一季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如下（未经审计）：
1.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存货
固定资产

2019年03月31日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667,010,398.36

-8,692,627.10

658,317,771.26

3,913,948,291.46

-2,048,000,899.52

1,865,947,391.94

在建工程

241,662,928.51

-19,894,076.81

221,768,851.70

无形资产

1,029,570,261.22

-513,260,217.44

516,310,043.78

开发支出

152,153,744.65

-121,855,948.76

30,297,795.89

预计负债

-

444,411,000.00

444,411,000.00

递延收益
未分配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119,127,794.60

139,799,014.79

258,926,809.39

-1,061,563,472.95

-3,234,986,869.62

-4,296,550,342.57

5,449,834,161.01

-3,234,986,869.62

2,214,847,291.39

-60,926,914.80

188,565,318.09

249,492,232.89

2. 合并利润表项目
项目
营业成本

2019年1-3月
更正前

更正金额

623,380,299.53

更正后

-52,739,112.88

570,641,186.65

销售费用

30,834,797.68

-1,097.60

30,833,700.08

管理费用

92,292,202.40

-21,728,530.82

70,563,671.58

研发费用

12,294,422.74

15,393,289.23

27,687,711.97

财务费用

25,748,741.69

-8,560,200.00

17,188,541.69

8,175.28

67,470.76

更正后

净利润

-82,343,905.26

67,643,827.35

-14,700,077.91

667,010,398.36

-8,692,627.10

658,317,771.2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9,750,212.70

64,589,685.07

-15,160,527.63

固定资产

3,913,948,291.46

-2,048,000,899.52

1,865,947,391.94

3,054,142.28

460,449.72

在建工程

241,662,928.51

-19,894,076.81

221,768,851.70

项目
存货

更正前

更正金额

资产处置收益

无形资产

1,029,570,261.22

-513,260,217.44

开发支出

152,153,744.65

-121,855,948.76

30,297,795.89

预计负债

-

444,411,000.00

444,411,000.00

递延收益

2018年度
12,56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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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德豪润达” ）于2019年11月1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上披露了《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139），公告中披露了2018年度财务报
告更正事项对2018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现公司对2018年度财务报告更正事项对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2019年半年度以及2019年前三季度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补充说明如下（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
一、对2019年第一季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如下（未经审计）：
1.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特此公告。

119,127,794.60

未分配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139,799,014.79

258,926,809.39

-3,234,986,869.62

-4,296,550,342.57

5,449,834,161.01

-3,234,986,869.62

2,214,847,291.39

249,492,232.89

-60,926,914.80

188,565,318.09

项目

更正金额

更正后

-52,739,112.88

570,641,186.65

销售费用

30,834,797.68

-1,097.60

30,833,700.08

管理费用

92,292,202.40

-21,728,530.82

70,563,671.58

研发费用

12,294,422.74

15,393,289.23

27,687,711.97

财务费用

25,748,741.69

-8,560,200.00

17,188,541.69

59,295.48

8,175.28

67,470.76

净利润

-82,343,905.26

67,643,827.35

-14,700,077.9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9,750,212.70

64,589,685.07

-15,160,527.63

-2,593,692.56

3,054,142.28

460,449.72

少数股东损益

未分配利润

更正金额

更正前

预计负债

更正后

-

444,411,000.00

444,411,000.00

298,174,570.23

-444,411,000.00

-146,236,429.77

未分配利润

财务费用
净利润

项目
存货
固定资产

存货
固定资产

-1,967,421,060.12

1,584,773,637.75

250,040,578.05

-17,699,064.59

232,341,513.46

-516,911,761.90

500,289,259.79

开发支出

99,743,696.46

-62,637,252.60

37,106,443.86

预计负债

-

453,730,200.00

453,730,200.00

少数股东权益

2019年06月30日
更正前

更正金额

资产处置收益

8,175.28

3,496,731.70

-306,653,715.05

197,030,787.48

-109,622,927.5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01,329,506.68

193,234,279.42

-108,095,227.26

3,796,508.06

-1,527,700.31

590,078,961.99

-8,797,309.46

581,281,652.53

3,552,194,697.87

-1,967,421,060.12

1,584,773,637.75

139,330,175.62

249,722,687.96

-1,283,142,766.93

-3,106,342,275.27

-4,389,485,042.20

5,252,439,272.03

-3,106,342,275.27

2,146,096,996.76

246,760,115.45

-60,184,549.02

186,575,566.43

少数股东损益

项目

更正金额

更正后
70,089,162.27

-32,657,998.23

117,413,826.45

研发费用

126,949,828.66

-34,943,632.15

92,006,196.51

1,290,200,897.72

41,610,612.93

759,000.00

3,488,556.42

8,175.28

42,369,612.93
3,496,731.70

净利润

-306,653,715.05

197,030,787.48

-109,622,927.5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01,329,506.68

193,234,279.42

-108,095,227.26

-5,324,208.37

3,796,508.06

-1,527,700.31

3.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更正金额

预计负债

453,730,200.00
219,644,247.12

-453,730,200.00

更正后
453,730,200.00
-234,085,952.88

未分配利润

项目
存货
固定资产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5,548,042.67

759,000.00

6,307,042.67

-90,852,766.36

-759,000.00

-91,611,766.36

2019年09月30日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454,666,691.02

-16,917,064.97

437,749,626.05

3,396,121,606.73

-1,894,963,419.21

1,501,158,187.52

283,038,706.16

-20,139,404.27

262,899,301.89

无形资产

984,084,111.00

-497,669,008.36

486,415,102.64

开发支出

108,081,099.11

-62,936,894.44

45,144,204.67

预计负债

-

466,811,400.00

466,811,400.00

递延收益

104,998,846.65

138,861,336.45

243,860,183.10

-1,421,514,778.29

-3,039,868,702.91

-4,461,383,481.20

5,147,833,020.13

-3,039,868,702.93

2,107,964,317.20

244,592,161.20

-58,429,824.77

186,162,336.4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2、 合并利润表项目
2019年1-9月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营业成本

2,189,159,533.44

-147,270,345.51

2,041,889,187.93

105,397,986.92

3,515.46

105,401,502.38

5,548,042.67

759,000.00

6,307,042.67

-759,000.00

-91,611,766.36

管理费用

330,348,086.23

-91,060,739.58

239,287,346.65

研发费用

165,304,499.56

-40,763,539.16

124,540,960.40

财务费用

2019年09月30日
更正金额

更正前
454,666,691.02

-16,917,064.97

437,749,626.05

3,396,121,606.73

-1,894,963,419.21

1,501,158,187.52

283,038,706.16

-20,139,404.27

262,899,301.89

984,084,111.00

-497,669,008.36

486,415,102.64

开发支出

108,081,099.11

-62,936,894.44

45,144,204.67

预计负债

-

466,811,400.00

466,811,400.00

104,998,846.65

138,861,336.45

243,860,183.10

-1,421,514,778.29

-3,039,868,702.91

-4,461,383,481.20

5,147,833,020.13

-3,039,868,702.93

2,107,964,317.20

244,592,161.20

-58,429,824.77

186,162,336.43

更正前

更正金额
-147,270,345.51

更正后
2,041,889,187.93

销售费用

105,397,986.92

3,515.46

管理费用

330,348,086.23

-91,060,739.58

239,287,346.65

研发费用

165,304,499.56

-40,763,539.16

124,540,960.40

财务费用

44,522,581.24

13,840,200.00

58,362,781.24

4,647,938.73

8,175.28

4,656,114.01

净利润

-447,193,680.64

265,259,084.07

-181,934,596.5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39,701,518.04

259,707,851.78

-179,993,666.26

5,551,232.31

-1,940,930.31

-7,492,162.62

105,401,502.38

3、 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9年09月30日
更正前

预计负债
198,002,347.00

更正金额

更正后

466,811,400.00

466,811,400.00

-466,811,400.00

-268,809,053.00

4、 母公司利润表项目
2019年1-9月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9,840,014.93

13,840,200.00

23,680,214.93

-112,494,666.48

-13,840,200.00

-126,334,866.48

58,362,781.24

8,175.28

4,656,114.01

-447,193,680.64

265,259,084.07

-181,934,596.5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39,701,518.04

259,707,851.78

-179,993,666.26

-7,492,162.62

5,551,232.31

-1,940,930.31

少数股东损益

3、 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19年09月30日
更正前

预计负债
未分配利润

198,002,347.00

更正金额

更正后

466,811,400.00

466,811,400.00

-466,811,400.00

-268,809,053.00

4、 母公司利润表项目
项目

净利润

2019年1-9月

13,840,200.00

4,647,938.73

净利润

财务费用

2、 合并利润表项目

2,189,159,533.44

44,522,581.24

资产处置收益
更正后

无形资产

净利润

-234,085,952.88

-90,852,766.36

在建工程

项目

-453,730,200.00
2019年1-6月

销售费用

三、对2019年前三季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如下（未经审计）：
1、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财务费用

453,730,200.00

在建工程

项目
更正后

更正后

453,730,200.00

（四）对2019年前三季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如下（未经审计）：
1、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9年1-6月
更正金额

更正金额

219,644,247.12

项目

4. 母公司利润表项目
更正前

更正前

4. 母公司利润表项目

未分配利润

2019年06月30日
更正前

2019年06月30日

预计负债

净利润

2019年1-6月

150,071,824.68

未分配利润

-5,324,208.37

3.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财务费用

更正前

42,369,612.93

3,488,556.42

净利润

管理费用

项目

更正后
1,290,200,897.72

更正后

4,047.79

少数股东损益

更正金额
-130,184,029.61

92,006,196.51

-130,184,029.61

资产处置收益

更正前
1,420,384,927.33

759,000.00

70,085,114.48

营业成本

186,575,566.43

2019年1-6月

41,610,612.93

1,420,384,927.33

项目

-60,184,549.02

246,760,115.45

2. 合并利润表项目

财务费用

销售费用

少数股东权益

2,146,096,996.76

70,089,162.27

营业成本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4,389,485,042.20

-3,106,342,275.27

117,413,826.45

2. 合并利润表项目

未分配利润

249,722,687.96

-3,106,342,275.27

5,252,439,272.03

4,047.79

110,392,512.34

递延收益

139,330,175.62

-1,283,142,766.93

-32,657,998.23

37,106,443.86

固定资产

110,392,512.3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4,943,632.15

453,730,200.00

存货

3,552,194,697.87

70,085,114.48

453,730,200.00

项目

581,281,652.53

126,949,828.66

-62,637,252.60

净利润

更正后

-8,797,309.46

150,071,824.68

-

财务费用

更正金额

590,078,961.99

研发费用

99,743,696.46

项目

2019年06月30日
更正前

管理费用

预计负债

未分配利润

-3,762,243.25

销售费用

开发支出

项目

8,560,200.00

-3,762,243.25

232,341,513.46

少数股东损益

-12,322,443.25

-7,274,001.30

500,289,259.79

资产处置收益

-7,274,001.30

8,560,200.00

-17,699,064.59

财务费用

更正后

-8,560,200.00

-8,560,200.00

-516,911,761.90

项目

更正金额

1,286,198.70

1,286,198.70

250,040,578.05

少数股东权益

更正前

-12,322,443.25

1,017,201,021.6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46,236,429.77

1,017,201,021.69

营业成本

无形资产

未分配利润

-444,411,000.00
2019年1-3月

无形资产

更正后

在建工程

递延收益

444,411,000.00

在建工程

项目
更正金额

更正后

444,411,000.00

（三）对2019年半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如下（未经审计）：
1.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9年1-3月
更正前

二、对2019年半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如下（未经审计）：
1.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98,174,570.23

项目

4. 母公司利润表项目
项目

更正金额

4. 母公司利润表项目

未分配利润

2019年03月31日

更正前
-

递延收益

3.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项目

2019年03月31日

预计负债

净利润

2019年1-3月
更正前
623,380,299.53

资产处置收益

-2,593,692.56

财务费用

2. 合并利润表项目

营业成本

少数股东损益

3.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516,310,043.78

-1,061,563,472.95

59,295.48

2019年1-9月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9,840,014.93

13,840,200.00

23,680,214.93

-112,494,666.48

-13,840,200.00

-126,334,866.48

三、会计师事务所就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专项说明
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出具了审核报告，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安徽德豪润达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会计差错更正事项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9]第ZC10532号）。
四、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此事项发表的审核意见
1、董事会意见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
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有关规定和要求，能够更加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有利于提高公司财务信息质量。
2、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
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有关规定的要求，能够更加客观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因此，
我们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
3、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涉及的会计差错更正及调整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要求，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
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上述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8年度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审核报告
特此公告。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