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160               证券简称：秀强股份                公告编号：2020-009 

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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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玻璃的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其他新能源汽车厂商尚未推出同类产

品，若新产品的市场接受度、市场推广进度未达预期，可能会造成公司新产品出货量不达预

期，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特斯拉不是公司充电桩玻璃产品的直接客户，公司充电

桩玻璃产品的订单由特斯拉指定厂家下达，该厂家做成合格成品后供应给特斯拉，公司不属

于特斯拉充电桩用玻璃产品的一级供应商。 

2、公司目前尚未完成特斯拉太阳能屋顶玻璃的工程认证，能否接到特斯拉太阳能屋顶订

单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太阳能屋顶玻璃产品的客户仅有特斯拉一家，单一客户依赖性较大，

如果未来特斯拉该项目市场拓展未达预期或者上述产品市场供求发生变化，可能会造成公司

新产品产能利用率不达预期，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3、公司已于 2019 年 7 月 3 日完成教育资产交割，教育资产交割后，公司不再享有与标

的资产有关的任何权利，也不承担与标的资产有关的任何义务和责任，公司的主营业务不涉

及在线教育业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20年2月15日，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创业板问询函【2020】第36号《关于对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

公司的问询函》，本公司对问询函中提到的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将问询函的有关问

题回复如下： 

1. 关于特斯拉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用玻璃项目。根据回函，你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份开始

批量生产供货，公司将生产的充电桩用玻璃产品供应给特斯拉指定厂家，由该厂家做成合格



成品后供应给美国特斯拉，目前订单量约一万片每月。 

（1）请结合公司合同签订情况、同行业竞争对手情况等，补充说明你公司为“美国特斯

拉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用玻璃产品的国内唯一供应商”的依据及来源，相关表述是否真实、准

确，公司是否属于特斯拉一级供应商，是否直接参与特斯拉上海项目，是否涉及核心技术及

核心零部件的生产； 

公司回复： 

目前，市场上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使用的材料多为塑料等材质，特斯拉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表面由玻璃取代塑料为最新应用，产品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根据公司与客户的沟通，应用

玻璃材质的充电桩产品为客户产品创新，还未在终端产品中大规模启用，客户在国内尚未开

发其他供应商。此外，根据公司了解的情况，目前使用玻璃材质的充电桩不属于主流产品，

市场上其他新能源汽车生产厂商尚未开始大规模应用。 

特斯拉不是公司充电桩玻璃产品的直接客户，公司充电桩玻璃产品的订单由特斯拉指定

厂家下达，该厂家做成合格成品后供应给特斯拉，因此公司不属于特斯拉充电桩用玻璃产品

的一级供应商；截止目前，公司尚未直接参与特斯拉上海项目，也不涉及特斯拉上海项目核

心技术及核心零部件的生产。 

（2）请按月列示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1 月公司特斯拉充电桩业务销售的产品种类和

名称、销售量、毛利率、总收入占比情况，并请结合目前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主要产品类型、

市场占有率、公司获取订单等情况充分提示该业务存在的风险 

公司充电桩玻璃业务销售收入及占比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 2019/10 2019/11 2019/12 2020/1 

充电桩玻璃销售收入 11.69 13.83 44.13 76.29 

公司销售收入 8,498.25 10,310.12 10,434.96 11,988.18 

占比 0.14% 0.13% 0.42% 0.64% 

公司充电桩玻璃业务销售量及占比如下： 

单位：平方米 

产品 2019/10 2019/11 2019/12 2020/1 



充电桩玻璃销售量 61 72 232 404 

公司销售量 1,020,954 1,302,306 1,314,289 1,459,148 

占比 0.006% 0.006% 0.018% 0.028%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特斯拉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表面由玻璃取代塑料为最新应用，目前仅有一个分类，产品名

称为充电桩玻璃产品。目前该产品的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根据公司了解的情况，其他新能

源汽车厂商尚未推出同类产品，若新产品的市场接受度、市场推广进度未达预期，可能会造

成公司新产品出货量不达预期，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20 年一季度公司充电桩玻璃产品订单量约每月 1 万片，根据客户的需求规划及公司产

能情况，预计 2020 年全年充电桩玻璃产品实现销售收入占公司全年销售收入 1%—2%，不会

对公司 2020 年业绩造成重大影响。此外，目前公司充电桩玻璃产品销售客户仅有一家，单一

客户依赖性较大，公司未来需要积极进行市场拓展，如果未来公司市场拓展进度未达预期，

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 关于太阳能屋顶业务。根据回函，公司于 2019 年 5 月开始介入特斯拉太阳能屋顶项

目，已经完成初步样品确认，尚未取得批量订单。 

（1）请详细说明特斯拉太阳能屋顶产品样品确认至量产阶段的具体研发流程、审批程序、

平均周期，以及截至目前的进展情况； 

公司回复： 

研发流程： 

 

审批流程： 

接到太阳能屋顶玻璃产品的图纸 跟客户沟通图纸主要信息（技术要求、质量要求等） 

结合公司现有工艺技术及设备生产合格样品 



 

目前进展：公司已向客户提供样品且数据结果符合客户要求，目前正在按照客户要求准

备工程认证样品。 

平均周期：公司正在按照客户要求准备工程认证样品，预计 6 月份可以认证结束并接到

客户批量订单。目前批量生产产品的生产线仍在建设中，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产品生产线所

采购设备的生产厂家仍未复工生产，可能会导致产品生产线建设周期延期。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2）你公司正在建设太阳能屋顶玻璃一期生产线，生产线将于 2020 年 5 月建设完成。

请结合前述太阳能屋顶玻璃生产线占地面积、产能情况、生产工艺流程、核心技术储备等，

详细说明未来获取特斯拉太阳能屋顶玻璃量产订单的可行性与可实现性并充分提示风险。 

公司回复： 

公司正在建设太阳能屋顶玻璃一期生产线项目占地面积 5,400 平方米，规划产能为每周

生产 100 个房顶的太阳能屋顶玻璃。 

太阳能屋顶玻璃的工艺流程： 

 

核心技术储备： 

公司从事玻璃深加工行业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研发、生产经验，拥有坚实的技术基础及

稳定的研发团队。截至 2019 年末，公司累计获授发明专利 21 项，实用新型专利 21 项，拥有

研发成员 183 人，其中太阳能屋顶玻璃产品研发团队共有 24 名成员，团队长期专注于太阳能

玻璃产品的研发和改进。 

样品数据符合图纸要求 样品发送给客户 

接订单批量生产 

客户确认样品合格 

小批量生产的工程认证合格 

玻璃原片 预处理 切片 磨边 

入库 

 

后道加工 

包装 

 

检验 

 



未来获取特斯拉太阳能屋顶玻璃量产订单的可行性与可实现性： 

太阳能屋顶玻璃产品所涉及的核心技术均为公司技术强项，太阳能屋顶玻璃产品所涉及

的核心技术工艺，公司已经在现有的多个玻璃深加工产品中成熟应用。近日公司与客户就太

阳能屋顶玻璃项目初步达成一致，特斯拉将给公司一定量的太阳能屋顶玻璃的订单，用于批

量生产前的工程认证。 

预计 2020 年全年太阳能屋顶玻璃产品实现销售收入占公司全年销售收入 1%—3%，不会

对公司 2020 年业绩造成重大影响。此外，公司太阳能屋顶玻璃产品的客户仅有特斯拉一家，

单一客户依赖性较大，如果未来特斯拉该项目市场拓展未达预期或者上述产品市场供求发生

变化，可能会造成公司新产品产能利用率不达预期，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关于教育资产情况。 

（1）请说明公司教育资产交割的具体时间及截至目前交易对价支付情况； 

公司回复： 

公司与宿迁市新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星投资”）于 2019 年 6 月 12 日签署了

《资产转让协议》，公司将幼儿教育业务经营性资产和相关负债（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出售给新星投资，《资产转让协议》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生效之日后

的第五日为标的资产的交割日。 

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2 日、2019 年 6 月 28 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幼儿教育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

《资产转让协议》约定，2019 年 7 月 3 日为标的资产的交割日。截至目前，新星投资已按《资

产转让协议》约定支付相应的对价款。 

（2）结合近两年公司幼儿教育业务经营情况、营业收入、盈利能力等，针对公司是否涉

及在线教育业务及对公司业绩影响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 

公司回复： 

幼儿教育业务主要从事包括经营直营幼儿园实体、幼儿园运营管理服务输出、幼教师资

培训等业务，业务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品牌导入、协助团队及体系建设、省优市优验收工



作指导、招生指导、家长工作指导、特色课程使用、名师送教送培、网络平台等。 

近两年公司幼儿教育业务的营业收入及盈利能力： 

单位：万元 

教育产业  
2019 年 1-6 月份 2018 年 2017 年 

金额 占公司比重 金额 占公司比重 金额 占公司比重 

营业收入 11,094.13 16.26% 20,496.53 14.63% 13,728.88 9.96% 

营业利润 1,264.82 14.36% -14,026.28 65.21% 2,494.11 24.73% 

净利润 1,047.45 13.70% -14,075.68 60.38% 1,696.28 15.30% 

公司已于 2019 年 7 月 3 日完成教育资产交割，教育资产交割后，公司不再享有与标的资

产有关的任何权利，也不承担与标的资产有关的任何义务和责任，因此公司的主营业务不涉

及在线教育业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 公司是否存在以互动易平台替代临时公告的情形、前期直通公告是否存在选择性披露

情形、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事项、是否需要进行补充更正。 

公司回复：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与特斯拉、特斯拉指定

厂家的业务合作事项未达到应以临时公告披露的标准。公司依据《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互动易”）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规定，在经过认真核实后对投

资者提问做出回复。公司不存在以互动易平台回复替代临时公告的情形，前期在互动易及直

通公告中未能充分披露相关项目风险，拟补充进行特别提示，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 请核查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近

一个月买卖你公司股票的情况，是否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情形，未来 6 个月内是否存

在减持计划，并向我部报备交易明细和自查报告。 

公司回复： 

公司于2020年2月16日分别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逐一进行询问及核查，回复结果确认：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5%以上股

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最近1个月内不存在买卖“秀强股份”股票的行为，也不存



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情形。 

公司目前暂未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未来减持的意向。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有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公司回复： 

除上述已说明的事项，公司无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特此公告。 

 

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2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