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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54                            证券简称：德美化工                          公告编号：2019-039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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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其中董事高明涛先生、范小平先生、石碧先生、GUOXIN 先生以通讯

方式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其余董事现场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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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美化工 股票代码 00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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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闽翀 潘大可 

办公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广珠公路海

尾路段 44 号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广珠公路海

尾路段 44 号 

电话 0757-28399088 0757-28397912  0757-28399088-316 

电子信箱 Zhumc@dymatic.com Pandk@dymat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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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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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720,396,072.29 833,175,810.56 833,175,810.56 -13.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0,893,514.89 28,469,180.25 27,218,185.89 86.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4,839,178.88 18,385,605.95 17,137,045.34 161.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3,503,160.06 79,399,643.92 77,267,147.51 -30.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14 0.0679 0.0649 87.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14 0.0679 0.0649 87.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8% 1.59% 1.52% 1.2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920,100,041.38  2,931,935,063.93 -0.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35,291,268.69  1,805,821,545.51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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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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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冠雄 境内自然人 22.28% 93,406,344 70,054,758   

佛山市顺德区

昌连荣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11% 54,968,957 0 冻结 54,775,820 

何国英 境内自然人 10.10% 42,353,445 31,765,084   

佛山市顺德区

瑞奇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88% 20,450,709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90% 3,792,600 0   

范小平 境内自然人 0.33% 1,363,320 1,022,490   

郭艳军 境内自然人 0.30% 1,274,280 0   

张小栋 境内自然人 0.27% 1,111,699 0   

陈秋有 境内自然人 0.24% 1,016,500 762,375   

叶远璋 境内自然人 0.24% 1,000,000 7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发起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持股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1、截止 2019 年 6 月 28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的境内自然人股东郭艳军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其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其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274,28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 1,274,28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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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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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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畜禽水产养殖业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 号——上市公司从事畜禽、水产养殖业务》的披露要求 

公司目前经营主要业务包括精细化学品、石油化学品和农牧食品三个方面。中美贸易摩擦下制造

业承压，订单减少、甚至订单外移；生态环保整治席卷全国，化工入园、限产、停产，安全、环保监

管成为常态。为应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和行业形势，报告期内，董事会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计

划与发展目标，各项工作稳步开展。 

2019年6月末公司总资产为292，010万元，其中流动资产142,745.05万元，占总资产的48.88%；长期股

权投资33,833.86万元，占总资产的11.59%，较2018年年末同比下降2.70%；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64,975.56

万元，占总资产的22.25%；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50,455.53万元，占总资产的17.28%。2019年6月末公司负

债总额为84,932.72万元，其中流动负债58,366.31万元，占总负债的68.72%；长期负债为26,566.41万元，占

总负债的31.28%；2019年6月末总负债比上年年末减少4,985.86万元，同比下降5.54%，主要是银行借款减

少所致。2019年6月末公司股东权益207,077.29万元，比2018年末增加3,802.35万元，主要是未分配利润的

增加。  

    2019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720,396,072.29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3.54%，主要是受中炜经营模式转变所

致；上半年毛利率同比增长9.36个百分点，主要是中炜低毛利率产品销售量大幅下降所致；2019年上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74.75%，主要是因为上半年毛利率提升较多；2019年上半年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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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86.98%，主要是上半年纺化事业部毛利率增长以及中炜化工亏损减少所致；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161.65%，主要为上半年纺化、中炜毛利率提升较多所致；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每股收益0.12元，比上年同期上升0.057元，增长87.06%，主要是由于净利润增加所致。 

1、精细化学品方面 

（1）纺织用化学品 

2019年上半年，中国纺织业面临的外部形势依然复杂，行业发展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行业固定

资产投资增速逐步放缓，成本负担重、融资难融资贵、环保监管手续繁琐、部分行业结构性产能过剩。

作为行业领先企业，公司纺化事业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上半年开展了以下重点工作：（1）开发、

推广节能环保产品、高端产品，抢占市场制高点，免烫树脂，无氟防水剂等核心产品研发工作取得重

大进展；（2）根据原材料和终端的市场情况，制定科学的定价策略；（3）华东地区绍兴滨海生产基

地产能进一步释放，更好贴近客户与市场。（4）高质量建设绍兴科技园，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华东地

区的形象；（5）为保持事业部的活力，推行新的市场人员激励方案，为进一步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2）皮革化学品 

2019年上半年，制革行业经历了去产能、去杠杆、环保稽查、需求萎靡等所引起的行业整合和震

荡，公司皮化事业部紧密围绕着公司提出的经营指导思想，团结一心、勇于变革，对内业务调整做减

法，对外发展做加法，有效开展了各项工作，在市场的变局中持续夯实发展根基。上半年具体开展工

作如下：（1）对市场模式的摸索，为细分市场提供高品质的解决方案； （2）在制革清洁化材料无

盐浸酸助剂、无铬鞣剂以及液体无铵无硼脱灰剂的研发、生产、应用方面处于行业领先地位；（3）

加强了大客户基层组织伙伴关系建立，开发效率大幅提高；（4）强化产学研及对外合作，不断完善

产品体系。 

2、石油化学品方面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美龙环戊烷与浙石化将以德荣化工为平台,依托浙石化的资源在乙烯裂解副产

品综合利用领域开展紧密合作。浙石化在舟山市岱山县鱼山岛绿色石化基地内投资乙烯炼化一体项目。

项目主要建设原油码头、仓储、运输、炼油/化工生产、加工、产品外运及服务配套等设施。项目建成

投产后,每年有大量裂解C5、裂解C9副产资源,其富含异戊二烯、环戊二烯、间戊二烯等,经加工后可转

化为一系列高附加值的衍生物。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鼓励精细化工产业发展的政策,同时浙江地区对石

化精细化工产品的需求旺盛,使得该项目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2019年上半年，德荣化工的项目规划和

建设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3、农牧食品方面 

农牧食品方面，2019年上半年在非洲猪瘟影响下，广东省禁止了生猪调运，公司启动在英德屠宰并

在广州设置分割仓库的应对方案，同时对养猪板块防控投入。上半年公司子公司英农农牧共生产生猪1.2

万头，出栏1.2万头，存栏1.4万头。 

上半年英农事业部继续进行结构调整，主要工作如下：（1）调整门店的毛利核算方式，实施新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5 

的考核方案，使门店的效益情况持续得到改善；（2）开发本地肉品生产企业，筛选优质供应商，优

化供应原料的产品标准，提升后台销售价格，提高效益；（3）拓宽自有加工品的销售，引入合作伙

伴及社区微商进行销售合作。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 号——上市公司从事畜禽、水产养殖业务》的披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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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解决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在财务报告编制中的实际问题，规范企业财务报表列报，提高会计信

息质量，财政部于 2019年 4月 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9〕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公司根据上述财会〔2019〕6号文件的要求，对

财务报表格式的相关内容进行相应的变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本期财务报表损益，除根据要求对部

分财务报表列报项目进行合并或拆分之外，会计政策变更未对公司本期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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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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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团2019年上半年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36家。与上年相比，上半年因注销或处置减少

5家子公司。 

注销3家：（1）广东顺德锐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2）广东英农休闲农业有限公司；（3）辛集市

华亭新材料商贸有限公司 

转卖2家：（1）高密江特新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广东英农农业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冠雄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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