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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66                           证券简称：德联集团                           公告编号：2020-011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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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754,329,268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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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联集团 股票代码 002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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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公直 陶张 

办公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松岗虹岭二路

386 号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松岗虹岭二路

386 号 

电话 0757-63220244 0757-63220244 

电子信箱 liugongzhi@delian.cn peach@delian.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为“汽车精细化学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 汽车后市场服务”的二元发展模式，

其中，前者主要面向汽车整车厂进行产品的配套供应，后者则面向汽车售后市场，从而实现了汽车从出厂

到售后整个使用过程的服务全覆盖。 

（一）汽车精细化学品业务领域：产品种类包括车用防冻液、制动液、胶粘剂、发动机润滑油、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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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油、自动变速箱油、燃油添加剂、玻璃清洗液、等汽车精细化学品。该项业务为公司主业，经营模式

为向汽车整车厂直接供应产品。其中2019年,先后获得多家国际和本土知名新能源汽车厂商制动液、玻璃水、

胶黏剂等新能源汽车厂客户的产品定点。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成为50余家汽车整车厂的固定供应商，其

中包括一汽大众、上汽大众、上汽通用、华晨宝马、北京奔驰、上海特斯拉、比亚迪、长安福特、广汽集

团等知名整车厂，充分表明公司销售渠道稳定优质，具备良好的盈利性。 

    （二）汽车售后市场业务领域：我国乘用车保有量已超2亿辆，每年新增销售车辆约2300万辆，每年的

维修保养费用形成了一个体量庞大的市场蓝海。公司以MB2B2C模式切入汽车售后市场，通过整合原厂

（MB）零配件优势资源，以互惠共赢机制并借助互联网手段建立和管理新型扁平化渠道（B）合作关系，

同时以崭新概念的“德联2S汽车服务旗舰店”（标杆示范性B端）标准体系建立德联全国性汽车终端服务连
锁网络，将优质产品、专业服务和汽车文化协同传递给广大车主客户（C），从而实现公司经济效益。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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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3,850,912,775.55 3,729,235,606.50 3.26% 3,145,194,889.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8,457,710.76 144,826,863.11 50.84% 153,737,339.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9,700,426.74 151,642,813.18 38.29% 138,883,474.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181,587.07 -96,057,351.03 202.21% -107,789,613.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19 52.63% 0.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0.19 52.63% 0.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33% 4.97% 2.36% 5.49%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4,045,926,091.96 3,773,941,878.76 7.21% 3,530,728,887.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89,787,297.01 2,972,813,768.31 0.57% 2,860,595,662.5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87,000,154.98 815,613,189.02 1,085,855,482.15 1,162,443,949.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488,007.86 65,902,060.89 36,345,887.34 94,721,754.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009,184.93 62,317,161.48 33,954,364.26 97,419,716.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0,903,210.10 96,938,570.60 -103,085,719.70 -36,574,473.9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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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9,05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1,433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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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团华 境内自然人 37.54% 283,170,936 212,378,202   

徐庆芳 境内自然人 13.45% 101,450,336 80,329,227 质押 34,000,000 

徐咸大 境内自然人 2.78% 20,996,192 15,747,144   

上海衡平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0% 12,092,000 0   

赵振和 境内自然人 0.36% 2,716,800 0   

于方 境内自然人 0.27% 2,020,926 0   

卢宏 境内自然人 0.27% 2,000,000 0   

#上海涌乐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涌

乐对冲 1 号私

募投资基金 

其他 0.27% 2,000,00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23% 1,707,000 0   

郑荣 境内自然人 0.19% 1,416,2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徐咸大先生为徐团华先生和徐庆芳女士的父亲，三人合计持有 53.77%的股份，三人作为直系

亲属，且已书面声明为一致行动人。徐咸大先生任公司董事长，徐团华先生任公司副董事长、
总经理，徐庆芳女士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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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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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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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我国汽车行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受中美经贸摩擦、环保标准切换、新能源补贴退坡等因

素的影响，承受了较大压力。2019年全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2.1万辆和2576.9万辆，尽管产销量继

续蝉联全球第一，但同比已分别下降7.5%和8.2%，这也是继2018年以来，中国车市连续第二年出现负增长。

公司采取业务架构调整、人才激励政策、组织运营优化、降本增效等多项管理措施，业绩得以逆势增长，

取得良好效果。 

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85,091.28万元，与去年同比增长3.26%，实现利润总额25,852.82万元，与

去年同比增长39.9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1,845.77万元，与去年同比增长50.84%；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0,970.04万元，与去年同比增长38.29%。 

1、整车厂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汽车厂客户覆盖率及产品覆盖率依然持续上升。 

传统汽车业务开发：在一汽大众、上汽大众、上汽通用、长安福特等多年合作的客户上持续扩展包括

齿轮油、润滑脂、增强片、阻尼垫、油底壳硅胶等OEM产品业务，并加大汽车厂OES产品的促销力度，确

保公司汽车精细化学品业务营收稳步上升。 

新能源汽车业务开发：先后获得多家国际和本土知名新能源汽车厂商制动液、玻璃水、胶黏剂等新能

源汽车厂客户的产品定点，保持细分领域的行业龙头地位。 

2、汽车后市场业务 

截至2019年底，汽车后市场业务方面，公司共计完成自营旗舰店2家，发展区域合作商230余家，合作

模式服务签约店20,000余家，主要以MB2B2C网络销售为先导、发展合作服务店的实施步骤来逐步推进业

务的实施。随着公司汽车后市场业务的转型，最近三年实现效益有效提升，2017年度、2018年度和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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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实现效益分别为-2,467.58万元、-1,986.85万元和-441.39万元，表明随着业务转型成功扩大了业务规模，

而业务规模的扩大有效提升了盈利水平。 

3、对外投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以增资方式收购了上海笃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25%的股权，通过借助对方汽车固废回

收的供应链渠道，实现技术和资源互补，发挥汽车后市场协同效应，节省综合配送成本，提升产品销售利

润率。 

公司子公司长春德联化工有限公司以增资方式收购了上海泰好汽车电子销售有限公司20%的股权，使

公司顺利切入TPMS（胎压监测系统）领域，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另一方面，公司利用自身汽车厂客户

渠道的优势，帮助泰好电子，拓展客户渠道，达到业务协同。 

4、产业投资基金情况 

公司参与设立的两支产业投资基金上海尚颀德连基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广州智造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在投项目均已进入退出期。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上述产业基金合计获得106,160,785.51元（税

前）的投资收益，占2019年利润总额的41.06%。具体情况如下： 

上海尚颀德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简称“德连基金”），德连基金总规模2亿元，其中德联集团投

资9,500万元，占比47.50%。该基金目前已进行8个项目的投资，总投资成本17,555万元，占基金总规模的

87.775%，其中2个项目已退出，3个项目已上市。 

广州智造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智造基金”），智造基金总规模为2.4亿元，其中德

联投资6,970万元，占比29.04%，该基金目前已进行11个项目的投资，总投资成本21,842.93万元，占基金总

规模的91.01%，其中4个项目已退出。 

未来公司将不断积极调研潜在外投资标的，努力寻求新的业务增长点。2019年通过多个投资项目的退

出，已获得可观的投资收益，助力公司在汽车产业的布局。公司有信心依托多年深耕的汽车产业资源，继

续挖掘更多优秀的产业链企业，持续扩展合作网络，努力提升产业投资回报水平。 

5、公司生产基地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青岛德联正式落成投产，作为德联集团旗下智能化程度最高的生产基地，青岛

德联在2019年第四季度已向一汽大众青岛工厂以及中国重汽批量供应防冻液产品，标志着公司完成“贴厂

基地”覆盖国内东北、华东、华南、西南、华北板块的战略目标。同时，青岛德联优秀的生产能力及仓储

能力，除了为公司发展汽车厂业务和汽车后市场业务提供必要的生产保证外，还将更好地解决公司的库存

压力问题，有利于公司根据市场波动，调整大宗原材料的整体采购策略，降低原材料成本。 

6、公司研发与专利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产品研发力度，提升技术研发条件及水平，共计研发投入10,412.42万元，比

上年增长21.86%。其中，公司与杜邦陶氏共同合作的玻璃胶国产化项目在2019年取得较大进展，在相关工

艺改进工作的稳步推进后，已完成5个产品型号的本土生产，为2020年推行汽车厂的玻璃胶型号切换工作

奠定基础。并且作为本土机油厂商，德联集团率先获得全球主机厂认证，在此领域的技术积累得到了行业

充分的认可，为进一步深耕汽车后市场业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截止2019年底，公司已成功注册的有效商标有70个，在申请商标4个。拥有专利116项，其中发明专利

23项，实用新型61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17项，外观设计专利1项，在申请专利15项。 

7、其他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拓宽NC系统的使用范围，持续优化内部管理流程，严格规范销售部门、管理部

门等的日常费用预算、资金使用计划等，有效降低了企业的销售管理成本，实现公司在年初定下的节流目

标。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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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汽车精细化学品 2,885,504,850.87 2,349,976,919.71 18.56% 5.32% 3.11% 1.75% 

汽车销售与维修 810,675,814.40 770,129,514.57 5.00% 5.74% 7.96% -1.96%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上升较多主要原因有：（1）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拓展国内汽车厂市场，主营业

务持续增加；（2）汽车后市场业务稳定发展，盈利情况相比之前得到较大改善；（3）公司合营企业的投资项目逐步实现退

出，投资收益情况良好。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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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

额） 

2017 年，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
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企业会计准 则第 23 号——金

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 则第 24 号

——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 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并要求境内
上市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公司自规
定之日起开始执行。 

已经董事会审议批准 详见其他说明（1） 

根据财政部于2019年4月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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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和2019
年9月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

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修订，

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

列报。 

已经董事会审议批准 详见其他说明（2） 

其他说明： 

（1）财政部2017年3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
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 (财会[2017]9号)，2017年5月发布了《企

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以上四项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存

在重要影响的变化主要包括： 

A．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公司应根据所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划分为

三类：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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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模型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则中的“已发生损失”模型，该模型适用于以摊余

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含应收款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租赁应收款、贷款承诺及财

务担保合同。 

C．新金融工具准则降低了套期会计的适用门槛，提升了套期会计的适用性，将套期会计和企业风险管理更加紧密结
合。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按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列报金融工具相关信息，不对比较财务报表
追溯调整，此项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

目情况。 

（2）本次报表格式会计政策变更，除上述准则涉及项目变更外，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账款”与

“应收票据”列示，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账款”与“应付票据”列示。此项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公司已经根据新的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对可比期间的财
务报表列报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①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原列报金额 

2018年12月31日  

重列后金额 

变动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944,107,133.60 - -944,107,133.60 

应收票据  - 161,935,853.40 161,935,853.40 

应收账款  - 782,171,280.20 782,171,280.2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62,658,543.21 - -262,658,543.21 

应付票据  - 38,178,000.00 38,178,000.00 

应付账款  - 224,480,543.21 224,480,543.21 

②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原列报金额 

2018年12月31日  

重列后金额 

变动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00,347,223.81 - -200,347,223.81 

应收票据  - 48,211,218.95 48,211,218.95 

应收账款  - 152,136,004.86 152,136,004.86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25,871,481.43 - -125,871,481.43 

应付票据  - 26,178,000.00 26,178,000.00 

应付账款  - 99,693,481.43 99,693,48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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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吉林德联汽车涂料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2019-11-01 -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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