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056          证券简称：三维丝          公告编号：2018-257 

 

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主要合同的公告 

 

 

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三维丝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维丝供应链”；三维丝供应链变更前的企业

名称为厦门三维丝国际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三维丝物流”〕对外签订的部分

贸易类合同达到披露标准，现将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第一部分：采购合同 

 

一、合同签订情况 

 

三维丝供应链/三维丝物流分别与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钢铁有限公

司、江苏金贸钢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南钢钢材现货贸易有限公司〔以

下合称“南钢系公司”〕先后多次签订《购销合同》，采购钢筋等产品。 

 

自 2018 年 3 月 2 日起至 2018 年本公告披露时，前述购销合同累计采购额为

87,561,830.77 元，其中：与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采购额为 35,368,532.30元，

与南京钢铁有限公司的采购额为 3,371,500.00元，与江苏金贸钢宝电子商务股份

有限公司的采购额为 36,522,537.55 元，与江苏南钢钢材现货贸易有限公司的采

购额为 12,299,260.92 元；具体内容详见附表一：《购销合同明细表》。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购销合同明细表一 

单位：元 

序号 合同签订日期 合同相对方 货品 合同金额 执行情况 

1 2018 年 3 月×日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钢材 1046500.00 已完成 

2 2018 年 3 月×日 
江苏金贸钢宝电子商务

股份有限公司 
钢材 5428271.48 已完成 

3 2018 年 3 月×日 
江苏金贸钢宝电子商务

股份有限公司 
钢材 4978000.00 已完成 

4 2018 年 3 月×日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钢材 1369000.00 已完成 

5 2018 年 4 月×日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钢材 6379412.30 已完成 

6 2018 年 4 月×日 
江苏金贸钢宝电子商务

股份有限公司 
钢材 5230434.88 已完成 

7 2018 年 4 月×日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钢材 276500.00 已完成 

8 2018 年 5 月×日 
江苏金贸钢宝电子商务

股份有限公司 
钢材 5,486,180.63 已完成 

9 2018 年 5 月×日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钢材 5,633,900.00 已完成 

10 2018 年 5 月×日 南京钢铁有限公司 钢材 426,000.00 已完成 

11 2018 年 5 月×日 
江苏金贸钢宝电子商务

股份有限公司 
钢材 2,611,886.64 已完成 

12 2018 年 6 月×日 
江苏金贸钢宝电子商务

股份有限公司 
钢材 2,841,761.92 已完成 

13 2018 年 6 月×日 
江苏金贸钢宝电子商务

股份有限公司 
钢材 5,385,000.00 已完成 

14 2018 年 6 月×日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钢材 8,455,000.00 已完成 

15 2018 年 6 月×日 南京钢铁有限公司 钢材 817,000.00 已完成 

16 2018 年 6 月×日 
江苏金贸钢宝电子商务

股份有限公司 
钢材 4,402,292.80 已完成 

17 2018 年 8 月×日 
江苏南钢钢材现货贸易

有限公司 
钢材 6,116,488.32 暂未完成 

18 2018 年 8 月×日 
江苏南钢钢材现货贸易

有限公司 
钢材 6,182,772.60 暂未完成 

19 2018 年 8 月×日 
江苏金贸钢宝电子商务

股份有限公司 
钢材 158,709.20 暂未完成 

20 2018 年 9 月×日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钢材 6,594,000.00 暂未完成 

21 2018 年 9 月×日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钢材 5,614,220.00 暂未完成 

22 2018 年 9 月×日 南京钢铁有限公司 钢材 2,128,500.00 暂未完成 



 

二、合同相对方基本情况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钢铁有限公司、江苏金贸钢宝电子商务股份有

限公司、江苏南钢钢材现货贸易有限公司具有关联关系，其股权架构为： 

 

 

 

 

 

〔持股  61.28%〕                          〔持股  58.09%〕 

 

 

 

〔持股  100%〕                            〔持股  100%〕 

 

 

 

南钢系公司 

 

公司与前述交易对方(南钢系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南钢系公司各主体

的工商登记信息： 

 

㈠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714085405J 

名称：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600282.SH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金贸钢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钢铁

有限公司 

江苏南钢钢材现货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 

法定代表人：黄一新 

注册资本：440897.7457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9年 03月 18日 

经营范围：一般危险化学品、3 类易燃液体、4 类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和遇

湿易燃物品、5类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6类第 1项毒害品(不含剧毒品，不含

农药)、8类腐蚀品(所有类项不得储存)的批发；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钢压

延加工产品及副产品的销售；焦炭及其副产品生产；钢铁产业的投资和资产管理；

钢铁技术开发和咨询服务；废旧金属、物资的回收利用；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品业务；仓储服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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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南京钢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730542346W 

名称：南京钢铁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 

法定代表人：黄一新 

注册资本：127963.72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1年 06月 28日 

股东：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钢铁冶炼；钢材轧制；钢材、钢坯、其它金属材料及其副产品的

销售；自产产品销售；耐火材料、建筑材料生产；机械加工；冶金铸造；钢铁产

业的投资和资产管理；机械设备修理、修配；开展技术合作、来料加工；道路普

通货物运输；装卸、搬运；废旧金属的回收、利用；计算机系统服务；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仓储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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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江苏金贸钢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56286146XP 

名称：江苏金贸钢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南京市浦口区沿江工业区浦洲路 35号综合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范金城 

注册资本：15084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0年 10月 28日 

股东：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金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网上销售钢材；电子商务平台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及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金属材料及制品、金属炉料、建筑材料、机械设备及零部

件、仪器仪表、焦炭、耐火材料、电子产品、电工器材、五金交电、橡胶制品、

木材、化工产品、润滑油销售；废旧物资回收、加工、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仓储服务；装卸服务；冶金技术及经济信息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提供劳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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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江苏南钢钢材现货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1006811480422 

名称：江苏南钢钢材现货贸易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街道卸甲甸(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范金城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8年 10月 21日 

股东：江苏金贸钢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机械设备及零部件、仪器仪表、钢材、金属材

料、焦炭(不含危险品)；耐火材料、建筑材料的批发、零售；废旧物资回收、加

工、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冶金技术咨询服务；货物仓储(危险品除外)；货物

搬运装卸(不含运输，不含危险品)；金属材料加工、配送(限取得许可证的分支

机构经营)；企业网站的开发设计建设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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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与合同相对方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历史签约情形及履约状况分析 

 

1、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南钢系公司发生的采购额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序号 公司名称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1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0 16,936,692.12 46,366,642.83 

2 南京钢铁有限公司 0 721,353.98 2,057,926.97 

3 
江苏金贸钢宝电子商务

股份有限公司 
0 10,084,063.05 0 

4 
江苏南钢钢材现货贸易

有限公司 
0 566,098.63 77,852,141.64 

小计 0 28,308,207.78 126,276,711.44 

 

2、履约能力分析： 

 

合同相对方均为南钢股份或其控股子公司，南钢股份为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600282)，拥有从矿石采选、炼焦、烧结、炼铁、炼钢到轧钢的完整生产工艺流

程，具备年 1000 万吨粗钢的生产能力，是国内最早推行“产、销、研”一体化

的公司，先前与公司的合作均较为顺畅，目前未发现其信用状况、供货能力、合

同履行存在异常情形。 

 



四、合同主要内容 

 

(一)产品明细：热轧带肋钢筋等产品，具体内容以购销合同为准。 

(二)数量：交货数量公差允许范围为合同标的数量的±5%，特别约定的除外。 

(三)暂估合同价款：具体金额以购销合同为准。本合同产品价格为含增值税

现款价。增值税税率 16%。本合同产品价格除注明外为卖方生产厂仓库含增值税

价。该价款包技术资料、技术服务、出库上车等费用。 

(四)结算方式： 

1、发货前支付全部货款。最终按照实际交易数量和单价结算，多退少补。

具体按发货清单为准。卖方在发货后一周内按照实际结算情况开具全额增值税专

用发票给予买方。发票移交方式：顺丰快递。 

2、付款方式：电汇。买方以其他结算方式支付货款需经卖方同意，相关资

金成本由买卖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五)交货方式： 

1、交货方式：买方自提。买方支付货款后即本合同项下所有货物货权归买

方所有，卖方应根据买方指定邮件作为唯一的提货指令。买方以邮件形告知卖方

转移的货物信息及指定提货人，其他违规或是不符合程序流程都视为无效。 

2、运输方式：船运或汽运。买方应在合同约定的交货期和提单有效期内提

货(水运提单和汽运提单自开出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有效，火车运输提单自开出

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有效)。 

3、交货期限：卖方收到预付定金款 15天内需完成生产，卖方收到全部货款

后 5天内需发货，若因延迟交货影响工期，买方保留有取消或部分取消该批订单

的权利。 

4、买方逾期未提货或拒不提货的，应承担货物总价 10%的违约金，且卖方有

权对货物进行转库或提存，由此产生的运输费、仓储费、提存费、运输部门的处

罚、价差损失、外观品质损失等费用由买方承担。 

5、保险：本合同下的货物运输保险由买方办理并由买方承担保险费。 

6、交货地址：南京六合区。 

(六)验收： 



1、质量以卖方《质量证明书》为依据，数量以实发数量为依据，重量为国

标理重，买方应在收货时对数量、重量、外观品质进行验收确认，如有异议，应

在收货单据中予以明确。 

2、买方若对产品质量有异议的，应在收货后十五日内以书面形式告知卖方

炉号、牌号等相关资料，妥善保管产品及标识，并提供承运单位出具的商务记录，

待双方协商处理。 

(七)产品使用：除双方对本合同产品的用途有特殊约定外，买方必须按照国

家和行业公认的、通行的技术要求使用本产品，不得“低材高用”；不得擅自外

销至中国以外地区，否则因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买方自负。 

(八)变更：一方变更合同，必须在交货日前不少于 20 日以书面形式向对方

提出，经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 

(九)违约责任： 

1、因买方原因造成迟延验收交付货物，迟延验收期间发生的费用由买方承

担。 

2、任何一方擅自终止合同的，应按照合同总价 10%向对方支付违约金，并赔

偿对方损失。 

3、如因一方违约，双方未能就损失赔偿达成协议，引起诉讼时，违约方除

应赔偿对方经济损失外，还应承担对方因诉讼所支付的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

等相关费用。 

4、本合同有约定的按约定执行，无约定的，双方协商解决或按合同法有关

规定执行。 

(十)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原告所在

地人民法院起诉解决。 

(十一)其他约定： 

1、本合同附件：发货清单，货物货权及放货指令转移通知书。合同附件与

本合同同具法律效力。 

2、合同签订日期：本合同自买卖双方盖章后生效，合同一式贰份，买方执

壹份，卖方执壹份。合同以传真方式订立有效。 

 



特别说明：具体合同条款可能与前述摘录的合同主要内容存在个别差异，实

际签订的合同以合同当事人盖章确认的版本为准。 

 

第二部分：销售合同 

 

一、合同签订情况 

 

三维丝供应链/三维丝物流与上海快时得实业有限公司先后多次签订《购销合

同》，销售钢筋等产品。公司与前述交易对方(快时得)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自 2018 年 3 月 2 日起至 2018 年本公告披露时，前述购销合同累计销售额为

81,577,980.34 元；具体内容详见附表二：《购销合同明细表》。 

 

购销合同明细表二 

单位：元 

序号 合同签订日期 合同相对方 货品 合同金额 执行情况 

1 2018 年 3 月×日 快时得 钢材 1,067,430.00 已完成 

2 2018 年 3 月×日 快时得 钢材 5,699,579.05 已完成 

3 2018 年 3 月×日 快时得 钢材 5,699,579.05 已完成 

4 2018 年 3 月×日 快时得 钢材 1,437,450.00 已完成 

5 2018 年 4 月×日 快时得 钢材 6,687,782.16 已完成 

6 2018 年 4 月×日 快时得 钢材 5,387,347.93 已完成 

7 2018 年 4 月×日 快时得 钢材 284,760.00 已完成 

8 2018 年 5 月×日 快时得 钢材 5,595,904.25 已完成 

9 2018 年 5 月×日 快时得 钢材 5,746,578.00 已完成 

10 2018 年 5 月×日 快时得 钢材 434,520.00 已完成 

11 2018 年 5 月×日 快时得 钢材 2,664,121.32 已完成 

12 2018 年 6 月×日 快时得 钢材 2,898,597.16 已完成 

13 2018 年 6 月×日 快时得 钢材 5,492,700.00 已完成 

14 2018 年 6 月×日 快时得 钢材 8,624,100.00 已完成 

15 2018 年 6 月×日 快时得 钢材 833,340.00 已完成 

16 2018 年 6 月×日 快时得 钢材 4,490,338.66 已完成 

17 2018 年 7 月×日 快时得 钢材 379,761.83 已完成 



18 2018 年 8 月×日 快时得 钢材 5,197,802.01 已完成 

19 2018 年 8 月×日 快时得 钢材 6,361,147.85 暂未完成 

20 2018 年 8 月×日 快时得 钢材 6,430,083.50 暂未完成 

21 2018 年 8 月×日 快时得 钢材 165,057.57 暂未完成 

注：另有少部分数量的钢材销售给其他贸易公司。 

 

二、合同相对方基本情况 

 

上海快时得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20751450352D 

名称：上海快时得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时得”〕 

历史名称：上海神勇钢铁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上海市奉贤区平安镇邵厂北区 21号 101－25 号 

法定代表人：林龙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3年 06月 05日 

股东：林龙、陈家强 

经营范围：矿产品、金属材料、电线电缆、电子产品、建筑装饰材料、涂料

(除油漆)、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

毒化学品)批发、零售，建筑装饰装修建设工程设计与施工，图文设计，房地产

咨询，计算机网络工程施工，仓储服务(除危险化学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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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与合同相对方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历史签约情形及履约状况分析 

 

1、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快时得发生的销售额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序号 公司名称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1 上海快时得实业有限公司 0 30,909,341.46 137,649,556.52 

小计 0 30,909,341.46 137,649,556.52 

销售额占公司本年度合并报表 

营业收入的 
0% 3.26% 10.51% 

销售额占三维丝供应链/物流 

本年度营业收入的 
0% 45.59% 84.72% 

 

2、履约能力分析： 

 

快时得成立于 2003 年 6 月，存续和发展迄今已十五年有余，主营各种核电

特种钢材及矿石的贸易，是国内少数几家具备核电钢材供应资格的民营企业。快

时得付款能力良好，先前与公司的合作亦较为顺畅，目前未发现其信用状况、付

款能力、合同履行存在异常情形。 

 

四、合同主要内容 

 

(一)产品明细：热轧带肋钢筋等产品，具体内容以购销合同为准。 

(二)数量：交货数量公差允许范围为合同标的数量的±5%，特别约定的除外。 

(三)价格： 

1、暂估合同价款：具体金额以购销合同为准。 

2、价格：本合同产品价格除注明外为卖方指定地含增值税价。增值税税率

为 16%。该价款包技术资料、技术服务、出库上车等费用。 

(四)结算方式： 

1、买方收到卖方提货指令后 90天内，买方付清货款。结算按照最终实际交

易的数量以买卖双方确认的单价为准，多退少补。买方收到货后，卖方开具全额

增值税专用发票给予买方。发票移交方式：顺丰快递。 

2、付款方式：电汇。买方以其他结算方式支付货款需经卖方同意，相关资

金成本由买卖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五)交货方式： 

1、交货方式：买方自提并承担相应运费。交货地点：南钢仓库。运输方式：

船运或汽运。买方应在合同约定的交货期和提单有效期内提货(水运提单和汽运

提单自开出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有效，火车运输提单自开出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

有效)。 

2、买方逾期不提货或拒不提货的，应承担货物总价 10%的违约金，且卖方有

权转库或提存，由此产生的运输费、仓储费、提存费、运输部门的处罚、价差损

失、外观品质损失等费用、损失和风险责任由买方承担。 

3、保险：本合同下的货物运输保险由买方办理并由买方承担保险费。 

4、卖方应根据买方指定邮件作为唯一的书面指令。买方以邮件形告知卖方

转移的货物信息及指定提货人，其他违规或是不符合程序流程都视为无效。 

(六)验收： 

1、质量以卖方买入时取得的《质量证明书》为依据，数量以实发数量为依

据，重量为国标理重，买方应在收货时对数量、重量、外观品质进行验收确认，

如有异议，应在收货单据中予以明确。 

2、买方若对产品质量有异议的，应在收货后十五日内以书面形式告知卖方

炉号、牌号等相关资料，妥善保管产品及标识，并提供承运单位出具的商务记录，

待双方协商处理。逾期未提异议，视为验收合格。 

(七)产品使用：除双方对本合同产品的用途有特殊约定外，买方必须按照国

家和行业公认的、通行的技术要求使用本产品，不得“低材高用”；不得擅自外

销至中国以外地区，否则因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买方自负。 

(八)变更：一方变更合同，必须在交货日前不少于 20 日以书面形式向对方

提出，经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 

(九)违约责任： 

1、因买方原因造成迟延验收交付货物，迟延验收期间发生的费用由买方承

担。 

2、任何一方擅自终止合同的，应按照合同总价 10%向对方支付违约金，并赔

偿对方损失。 

3、如因一方违约，双方未能就损失赔偿达成协议，引起诉讼时，违约方除



应赔偿对方经济损失外，还应承担对方因诉讼所支付的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

等相关费用。 

4、本合同有约定的按约定执行，无约定的，双方协商解决或按合同法有关

规定执行。 

(十)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合同签订

地人民法院起诉解决。 

(十一)其他约定： 

1、本合同附件为：提货通知单和收货确认单。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同具法律

效力。 

2、本合同自买卖双方盖章后生效，合同一式贰份，买方执壹份，卖方执壹

份。合同以传真方式订立有效。 

 

特别说明：具体合同条款可能与前述摘录的合同主要内容存在个别差异，实

际签订的合同以合同当事人盖章确认的版本为准。 

 

第三部分：公司说明及风险提示 

 

一、对公司的影响 

 

(一)合同对公司本年度以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 

 

前述购销合同累计采购额 87,561,830.77元，累计销售额 81,577,980.34元；

其中，累计销售额占公司上一年度(2017 年度)营业收入(合并报表营业收入

1,309,103,505.30元)的 6.23%，占三维丝供应链/三维丝物流上一年度(2017年度)

营业收入(162,484,795.73元)的 50.21%；前述购销合同若顺利实施，预计对公司

2018年经营业绩将产生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 

 

(二)合同对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的影响，公司主要业务是否因履行合同而对

当事人形成依赖及依赖程度、相关解决措施等 



 

公司重新组建贸易板块，积极拓展各项贸易业务，逐步形成以支撑公司业务

发展、拓宽融资渠道为主要目标的供应链贸易金融平台；通过开展贸易业务，迅

速增大公司整体销售量，在贡献利润的同时，通过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提高企

业的融资额度。 

前述购销合同交易对方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签署相应合同的主体资

格，合同内容合法、有效。公司主要业务具有独立性，不会因履行前述购销合同

而对合同相对方(供应商、客户)形成依赖。 

 

二、合同审议程序 

 

1、三维丝供应链/三维丝物流签订的前述购销合同属于日常经营合同，已履

行内部签批手续；前述合同无需经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无需经独立

董事发表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无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2、三维丝供应链/三维丝物流签订前述购销合同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

重大资产重组。 

 

三、风险提示 

 

(一)采购类购销合同 

 

1、购销合同约定，“卖方(南钢系公司)发货前，买方(三维丝供应链/三维丝

物流)支付全部货款；卖方(南钢系公司)收到预付定金款 15天内完成生产，卖方(南

钢系公司)收到全部货款后 5天内发货”。买卖双方先前合作顺畅，未发现异常问

题，但如卖方(南钢系公司)收款后未依约完成生产或发货，可能给三维丝供应链/

三维丝物流带来风险甚至造成损失。 

2、如卖方(南钢系公司)交付的产品质量不符合约定，亦可能给三维丝供应链

/三维丝物流带来风险甚至造成损失。 



3、买卖双方发生交易的产品可能由于市场、汇率等诸多因素的变化引发价格

波动。 

4、除前述外，合同可能存在其他未能依约履行的风险。 

 

(二)销售类购销合同 

 

1、购销合同约定，“买方(快时得)收到卖方(三维丝供应链/三维丝物流)提

货指令后 90天内，买方(快时得)付清货款；买方(快时得)自提并承担相应运费；

买方(快时得)应在合同约定的交货期和提单有效期内提货”。买卖双方先前合作

顺畅，未发现异常问题，但如买方(快时得)逾期不提货或拒不提货的，或未依约

支付款项的，可能给三维丝供应链/三维丝物流带来风险甚至造成损失。 

2、如买方(快时得)主张称卖方(三维丝供应链/三维丝物流)交付的产品存在

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亦可能给三维丝供应链/三维丝物流带来风险甚至造成损

失。 

3、买卖双方发生交易的产品可能由于市场、汇率等诸多因素的变化引发价格

波动。 

4、除前述外，合同可能存在其他未能依约履行的风险。 

 

四、其他事项 

 

1、如前述合同存在需披露相关进展情况的情形，公司依照规则将及时予以

公告。 

 

2、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信息均以在前述指定媒

体上刊登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