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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55               证券简称：得润电子              公告编号：2020-020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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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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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润电子 股票代码 00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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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少华 贺莲花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天安数码时代大厦A座 1718 深圳市福田区天安数码时代大厦 A座 1718 

电话 0755-89492166 0755-89492166 

电子信箱 002055@deren.com 002055@dere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电子连接器和精密组件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产品涵盖消费电子领域（主要包括家电连接器、电脑连接器、

LED连接器、FPC、通讯连接器等）及汽车领域（主要包括汽车连接器及线束、安全和告警传感器、车载充电模块和车联网、

汽车电子等）。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家用电器、计算机及外围设备、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LED照明、智能汽车、新能源

汽车等各个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坚持稳定发展家电与消费电子及汽车电气系统两大基本板块、深入拓展新能源汽车电子板块的发展

战略，促进各项业务的持续发展。公司作为国内家电连接器的龙头制造商，在国内消费电子连接器市场保持领先企业地位，

为适应5G发展及连接器行业发展等新形势新需求，公司致力于发展高速传输连接器，推动Type C、CPU、DDR等连接器产

品的技术升级，同时扩展连接器产品的应用领域，加大向通讯领域、汽车领域的产品应用延伸。 

报告期内，受国内汽车市场下行影响，公司主要面向国内自主品牌的汽车业务承受较大压力，但受益于公司在汽车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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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业布局，汽车业务仍取得良好发展。汽车电气系统方面，公司与一汽大众、奔驰、沃尔沃等高端品牌的合作进一步加深，

市场份额得到有效提升；新能源汽车电子方面，新能源车载充电机业务取得重大突破，重庆壁山工厂实现了大批量产及交付，

并将根据客户交付要求进一步提升产能，公司目前也在为更多的国际知名品牌进行产品开发，未来将获得更多客户的产品订

单，随着客户产品订单的陆续交付，有望对公司未来营收和盈利的持续增长带来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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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86,212,149.89 7,454,105,562.46 0.43% 5,851,032,309.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5,481,081.76 261,024,389.48 -324.30% 174,755,807.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17,779,643.82 10,270,473.30 -6,115.10% 63,974,789.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2,489,488.12 -250,338,695.40 228.82% -166,932,662.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205 0.5501 -321.87% 0.38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205 0.5501 -321.87% 0.38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65% 10.13% -34.78% 8.83%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0,224,978,917.28 10,162,952,382.78 0.61% 9,587,342,926.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05,387,936.36 2,696,541,029.20 -29.34% 2,390,982,3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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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3,183,434.00 1,692,573,412.91 1,741,211,396.13 2,489,243,906.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803,695.15 5,655,525.84 20,515,330.00 -633,455,63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352,916.08 1,039,473.46 16,527,350.75 -642,699,384.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7,560.70 96,179,470.97 329,485,096.00 -104,382,63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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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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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7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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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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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得胜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14% 115,786,915 0 质押 77,959,000 

深圳市投控资

本有限公司－

深圳投控中证

信赢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国有法人 5.00% 23,984,705 0   

杨桦 境内自然人 4.36% 20,934,906 0 质押 2,990,000 

苏进 境内自然人 3.68% 17,632,016 17,332,016   

邱建民 境内自然人 3.65% 17,511,017 13,133,263 质押 12,480,000 

田南律 境内自然人 1.76% 8,464,776 6,348,582 质押 8,200,000 

顾梦骏 境内自然人 1.67% 8,015,900 0   

王少华 境内自然人 0.89% 4,272,830 3,204,622 质押 3,600,000 

闫峰 境内自然人 0.77% 3,670,200 0   

吴如舟 境内自然人 0.68% 3,260,259 7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深圳市得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邱建民、杨桦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的

可能。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该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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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杨桦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7,852,000 股；股东闫峰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份 3,670,200 股；股东高春雷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260,200 股。股东李凤平

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4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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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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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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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2019年，我国经济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运行中出现诸多积极变化，但也面临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工业运行稳

中趋缓、物价水平上涨较快、投资需求不振、消费需求不稳、区域增长不平衡等难题；同时，中美贸易战影响了部分电子产

品出口业务，汽车消费市场整体需求持续下滑，国内汽车市场面临巨大压力。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坚持稳定发展家电与消费电子及汽车电气系统两大基本板块，深入拓展新能源汽车电子板块的发

展战略，持续促进各项业务深入发展。家电与消费电子类业务稳中有升，汽车电气和新能源汽车业务继续增强行业竞争力，

汽车类业务占比不断提升，新能源汽车业务的盈利贡献能力开始显现，发展势头强劲。2019年度，公司总体经营业绩稳定，

营业收入平稳增长，但受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特别是国内汽车行业出现大幅下滑影响，同时因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公司计提了大额资产减值准备，致使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大幅下滑。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合并营业收入748,621.21万元，同比增长0.43 %；营业利润-66,512.28万元，同比下降363.66%；利

润总额-67,251.56万元，同比下降372.51%；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58,548.11万元，同比下降324.30%。 

（二）报告期内公司具体经营情况回顾 

（1）家电与消费电子业务领域 

家电与消费电子业务是公司最为成熟的业务。家电业务重点通过内部管理提升，深挖降本增效潜力，保持家电业务平稳

发展，巩固国内家电连接器线束的龙头制造商地位；随着对5G高速传输、图像传输等的需求增加，公司继续大力发展Type C、

CPU、DDR等高速传输连接器产品，重点加强高速传输连接器的研发力度，加强在服务器、通讯设备及汽车等领域的应用；

光学类产品透镜和支架继续保持市场竞争优势，保持稳定的盈利增长，并向汽车领域的产品应用方面延伸，扩大了光学类产

品应用领域。 

（2）汽车电气业务领域 

国内汽车消费需求下滑对汽车电气领域的业务造成一定影响，但公司发挥优质客户的优势，合资品牌仍然保持较好的增

长。合资公司科世得润不断提高在一汽-大众高端品牌的占有率，继续巩固在高端汽车业务领域的市场占有率，同时在奔驰

业务和沃尔沃业务上取得重大突破，在服务上精益求精不断超越，获得“一汽-大众2019年度卓越合作伙伴奖”、“沃尔沃汽车

2019年度卓越投产贡献奖”的奖项和认可。 

报告期内，公司独立开拓高端客户的能力得到了市场的验证和认可，重庆瑞润获得一汽-大众JETTA品牌业务并顺利试

产爬坡；控股子公司柳州双飞受国内汽车消费需求整体下滑等因素影响，业绩遭遇压力，但同时积极开拓市场，成功打开海

外市场，为柳州双飞的持续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 

（3）汽车电子和新能源汽车业务领域 

新能源汽车车载充电机是公司近年的战略重点业务，随着欧洲新能源政策的落地，带来欧洲新能源汽车的需求爆发，公

司适时抓住机遇，继续推动业务结构调整，坚定在全球新能源汽车板块的投入，继续保持该领域的研发投入和市场拓展，在

先后获得宝马、PSA等国内外知名汽车品牌厂商的业务订单的同时，公司也在为更多的国际知名品牌进行产品开发，未来将

获得更多客户的产品订单。 

重庆壁山工厂已经实现了大批量产及交付，并根据客户交付要求进一步提升产能，2020年要确保30万套以上的产能规模。

为了迅速提升运营和资金实力，保障产能扩大和产品大批量交付，加速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开发，意大利Meta引入战略投资，

以更好的促进新能源车载充电机业务的发展。随着客户产品订单的陆续交付，预计将有效改善公司2020年度业绩，并对未来

营收和盈利的持续增长带来积极影响。 

  随着汽车电动化、智能化、互联化的趋势发展，整车线束、汽车电子的单车价值量将进一步提升，有利于公司汽车业

务的持续拓展。公司将持续对汽车领域进行业务整合，根据实际进展情况，把安全和告警传感器等汽车电子业务逐步转移到

国内生产，以降低成本，增强盈利能力；并将公司汽车领域的产品更多的导入到客户体系中，扩大规模，促进公司汽车业务

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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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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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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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与消费类电

子 
3,471,383,442.10 2,872,630,126.59 17.25% 

-404,050,406.08

% 

-471,040,481.20

% 
3.53% 

汽车电气系统 2,427,027,199.04 2,045,887,800.05 15.70% 108,468,526.61% 109,044,930.72% -0.76% 

汽车电子及新能

源汽车业务 
1,182,390,483.71 1,035,104,102.07 12.46% 212,151,493.88% 149,201,300.63% 3.77% 

其他业务收入 405,411,025.04 381,848,738.58 5.81% 115,536,973.02% 139,518,267.34% -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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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影响，特别是国内汽车行业出现较大下滑及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影响，各公司计提的

资产减值损失大幅增加，致使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较前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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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9年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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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于修订印

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拆分部分资产负债表

项目和调整利润表项目等。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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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因此发生变更

的，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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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本公司自2019 年6 月10 日起执行财政部2019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自2019 年6 月

17 日起执行财政部2019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 号——债务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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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安徽达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由子公司合肥得润电子器件有限公司出资设立，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于2019年9月27

日取得91340111MA2U5BL84W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自成立之日起纳入合并范围。 

2.美特科技（宜宾）有限公司由孙公司Meta System S.p.A.出资设立，注册资本3,500.00万欧元，于2019年11月6日取得

91511500MA62CPKC9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自成立之日起纳入合并范围。 

3.镁达车用电器（重庆）有限责任公司由孙公司美达电器（重庆）有限公司出资设立，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于2019

年2月26日取得91500227MA60976C2Q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自成立之日起纳入合并范围。 

4.鹤山市柏拉蒂电子有限公司由子公司柏拉蒂电子（深圳）有限公司出资设立，注册资本5,000.00万元，于2019年9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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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取得91440784MA53PF508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自成立之日起纳入合并范围。 

5.南昌柏拉蒂电子有限公司由公司出资设立，注册资本1,900.00万元，于2019年4月3日取得91360106MA38FF5H3E号社

会信用代码，自成立之日起纳入合并范围；并于2019年10月21日注销。 

6.南昌华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由公司出资设立，注册资本16,000.00万元，于2019年4月3日取得91360106MA38FF5M4M

号社会信用代码，自成立之日起纳入合并范围；并于2019年10月21日注销。 

7.公司于2019年5月16日注销子公司深圳市得润恒盛供应链有限公司；2019年5月20日注销孙公司Meta System France 

S.A.S。 

8.子公司柳州双飞于2019年12月27日以林吉特2,373,745.00元转让Shuangfei Wire Harness Sdn.Bhd 90%的股权；本次转让

后，Shuangfei Wire Harness Sdn.Bhd 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邱建民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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