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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31                           证券简称：德尔未来                            公告编号：2018-63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德尔未来  股票代码 00263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何霞 尤晓英 

办公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开平路3333号德尔

广场 B 栋 25 楼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开平路 3333号德尔

广场 B 栋 25 楼 

电话 0512-63537615 0512-63537615 

电子信箱 zbhexia@der.com.cn zbyouxy@der.co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786,688,910.31 696,551,747.90 1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1,708,287.14 104,328,799.35 -2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80,185,345.75 104,263,785.07 -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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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225,700.03 110,368,400.43 -95.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6 -18.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6 -18.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6% 6.89% -1.7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2,366,138,771.28 2,236,816,008.59 5.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98,441,656.86 1,545,508,609.68 9.9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7,28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德尔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3.43% 356,831,040  

质押 159,774,436 

冻结 8,500,591 

王沫 境内自然人 9.23% 61,616,230  质押 12,000,000 

张健 境内自然人 0.69% 4,622,332 3,000,000   

姚红鹏 境内自然人 0.47% 3,145,000 2,908,750   

刘树雄 境内自然人 0.46% 3,103,352 1,000,000   

王丽荣 境内自然人 0.46% 3,085,050    

朱巧林 境内自然人 0.25% 1,700,000    

张立新 境内自然人 0.25% 1,676,000 1,382,000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科

讯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4% 1,608,074    

王梅梅 境内自然人 0.24% 1,587,34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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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秉承“聚焦大家居，培育新材料”的发展战略，不断整合优化资源、完善主营业务，扩展营销渠道，

增强“德尔”、“百得胜”等品牌影响力。2018年上半年度期间公司进行了一系列的产业优化与布局： 

1、在大家居产业方面 

2018年4月，为了抓住软体家具的发展机遇、实现公司全屋定制的大家居发展战略，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百得胜携手软

体家具行业资深人士，利用各自优势共同投资设立苏州雅露斯。 

2018年5月，为引进前沿设计理念、为产品设计注入新鲜血液，公司在意大利与TERZO MILLENNIUM公司签约成立“德

尔欧洲意大利设计中心”。 

2018年6月，为实现百得胜的小家居战略，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百得胜与宁波雅欣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投

资设立宁波百得胜未来家居有限公司。 

2018年6月，为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公司拟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家居、地板项目资

金。 

通过针对定制家居产业一系列投资运作，公司逐步完善全屋空间定制，整合家居研发、销售网络、安装服务、大数据分

析体系等家居产业资源，实现资源高效整合，满足消费者差异化需求。 

未来公司在大家居产业方面仍将加大品牌的宣传力度，不断拓展销售渠道；将布局长三角（苏州）、珠三角（广东）、西

南（成都）、东北（辽宁）、华北（天津）五大生产基地，更好地管控物流成本，更好地服务全国市场；公司也将继续加大材

料采购、生产成本等方面的管控，在家居行业激烈的竞争下抢占先机。 

2、在新兴产业方面 

2018年上半年度，公司积极利用自身在石墨烯领域的技术研发优势，向石墨烯下游应用领域拓展，不断提升公司在石墨

烯新材料产品营销渠道方面的建设，为提升盈利能力打下良好基础。 

未来公司将更多地从社会的需求出发，提高新材料产业方面科研成果的市场化转化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8,668.8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94%；营业利润10,294.9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1.06%；利润总额10,494.5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9.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170.8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1.68%。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四川德尔新材料有限公司、四川德尔地板有限公司、辽宁德尔新材料有限公司、辽宁德尔地

板有限公司、苏州德尔地板服务有限公司、苏州德尔智能互联家居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苏州德尔石墨烯产业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厦门烯成石墨烯科技有限公司、苏州百得胜智能家居有限公司、苏州韩居实木定制家居有限公司、苏州百

得胜智能橱柜有限公司、苏州柏尔恒温科技有限公司、苏州雅露斯智能家居有限公司等31家子公司。与上年相比，本年新设

控股苏州雅露斯智能家居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等3家公司。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汝继勇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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