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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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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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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德豪 股票代码 0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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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庆滨  

办公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金凤路 1 号  

传真 0756-3390238  

电话 0756-3390236  

电子信箱 jiqb@sin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从事小家电相关产品的研发与制造，主要产品包含面包机、烤箱、咖啡壶、搅拌器等西式小家

电产品。公司的小家电业务以出口为主，总体规模上处于国内同行业前列，部分产品如咖啡机、电烤箱和电炸锅等西式小家

电产品在欧美市场有较高的占有率。公司小家电的大部分产品采用OEM/ODM模式销往国际市场，国内市场则以北美电器（珠

海）有限公司为主体，以ACA自有品牌进行销售，通过经销商、大型渠道商以及电子商务平台销往最终用户。小家电业务

（含北美电器）的营收占公司总营收比例约为85%，为公司的主要业务。 

公司从2009年开始进入LED行业，业务范围曾涉及LED全产业链。2019年后，公司陆续关停了LED芯片工厂，转让了

LED国内照明大部分业务，关停了LED显示屏业务。目前公司剩余的LED业务主要为封装业务。封装的目的是为芯片提供足

够的保护，防止芯片在空气中长期暴露或机械损伤而失效，以提高芯片的稳定性。LED芯片产品封装后，将用于下游的LED

照明及显示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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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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3,430,010,841.54 4,063,483,966.90 -15.59% 5,399,087,624.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05,092,374.29 1,773,284,773.08 -20.76% 2,489,860,903.99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2,078,480,320.60 2,216,002,596.15 -6.21% 2,980,356,543.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9,471,160.57 -596,103,597.22 11.18% 264,045,436.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7,773,593.80 -872,127,445.44 57.83% -383,866,172.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1,207,615.35 -394,570,712.58 71.82% 522,229,645.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18 -0.3378 10.66% 0.149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18 -0.3378 10.66% 0.14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36% -27.20% -8.16% 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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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928,602.22 453,316,745.17 560,802,021.89 541,432,951.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921,643.17 -113,458,645.39 -51,821,374.22 -308,269,497.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7,003,060.83 -118,258,315.11 -65,128,718.66 -107,383,499.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192,497.03 -108,583,905.73 20,267,268.50 48,301,51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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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1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7,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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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乘泽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9.83% 172,346,953    

国寿安保基金 其他 5.01% 87,88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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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银行－

华鑫信托－华

鑫信托·慧智投

资 105 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蚌埠高新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73% 82,872,928    

蚌埠鑫睿项目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25% 74,434,947  质押 74,434,947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聚

宝盆 5 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4.20% 73,664,825    

建信基金－兴

业银行－华鑫

信托－华鑫信

托·慧智投资

103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4.07% 71,325,966    

北信瑞丰基金

－招商银行－

华鑫国际信托

－华鑫信托·慧

智投资 104 号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3.00% 52,574,145    

深圳市宝德昌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3% 46,101,364    

王晟 境内自然人 1.96% 34,406,400 25,804,800   

西藏林芝汇福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9% 26,120,85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浙江乘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分别与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北信瑞

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关于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之股份收购框架协议》的表决权委托条款，浙江乘泽将直接持有公司 172,346,953 股股份及

国寿安保基金－广发银行－华鑫信托－华鑫信托·慧智投资 10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建信基

金－兴业银行－华鑫信托－华鑫信托·慧智投资 10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北信瑞丰基金－招

商银行－华鑫国际信托－华鑫信托·慧智投资 104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所持表决权，为公司的

第一大表决权股东。 

股东王晟先生持有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90%的股份。因此，王晟与蚌埠鑫睿属于一致

行动人。 

除此以外，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也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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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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详见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六节“重要事项”，详细描述了报告期内发生的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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