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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05                           证券简称：德豪润达                           公告编号：2015-19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

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德豪润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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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飞 章新宇 

电话 0756-3390188 0756-3390188 

传真 0756-3390238 0756-3390238 

电子信箱 002005dongmi@electech.com.cn 002005dongmi@electech.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2014 年 
2013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2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4,154,733,583.22 3,129,893,521.86 3,129,893,521.86 32.74% 2,757,637,805.04 2,757,637,805.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13,950,995.19 8,825,987.14 -114,206,954.41 112.22% 161,972,418.21 161,972,418.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259,905,078.80 -181,172,118.13 -304,205,059.68 14.56% -26,009,164.53 -26,009,164.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334,235,640.94 267,081,506.41 267,081,506.41 25.14% 32,943,543.80 32,943,543.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09 0.0076 -0.0979 111.13% 0.1451 0.14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09 0.0076 -0.0979 111.13% 0.1451 0.14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9% 0.21% -2.75% 3.04% 4.17% 4.17%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2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2,935,999,728.74 10,919,673,495.34 10,899,686,004.05 18.68% 9,202,993,677.63 9,202,993,677.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元） 
5,554,758,126.45 4,227,420,406.41 4,207,432,915.12 32.02% 4,203,132,437.85 4,203,132,43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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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2,33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

日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8,060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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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芜湖德豪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73% 345,356,800 100,000,000 质押 296,300,000 

吴长江 境内自然人 9.31% 130,000,000 130,000,000 
质押 130,000,000 

冻结 130,000,000 

王晟 境内自然人 2.46% 34,406,400  质押 34,406,400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零组合 
其他 2.05% 28,682,519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一组合 
境外自然人 0.99% 13,758,153    

徐留胜 境内自然人 0.72% 10,000,000    

华润深国投信

托有限公司-福

麟 1 号信托计

划 

其他 0.65% 9,081,150    

曾远彬 境内自然人 0.54% 7,534,752    

杨君 境内自然人 0.52% 7,212,869    

蔡宏基 境内自然人 0.43% 6,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第三大股东王晟持有第一大股东芜湖德豪投资有限公司 10%的股份，与本公

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王冬雷先生是兄弟关系，因此芜湖德豪投资有限公司与王晟属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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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中：1、公司控股股东芜湖德豪投资有限公司除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296,356,800

股之外，还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49,000,000 股；2、徐留胜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

司股份 10,000,000 股；3、曾远彬通过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本公司 7,534,752 股；4、杨君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本公司股份 7,212,869 股；5、蔡宏基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6,000,000 股；6、楼文胜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5,670,899 股。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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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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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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年为公司稳定发展年，受国际经济复苏乏力，国内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及行业竞争加剧等

因素的影响，公司总体经营效益未达到预期的成果。2014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15,473.3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2.74%。

公司的两大主业小家电业务和LED业务齐头并进，均实现销售收入快速增长，其中小家电业务实现销售收入200,255.15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0.26%；LED业务实现销售收入210,492.1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27%。 

展望2015年，公司将围绕“风险管控”和“稳健经营”的工作主线，一方面要群策群力，精铸风险防控能力，精准识别并把握好

单位自身的关键风险点，通过不断完善和优化现金流、危机、安全、质量等相关管理体系，切实有效地提升关键经营风险的

防控能力及管控效果，为公司经营发展打造一个安全、健康的环境；另一方面要锐意进取，积极探索并构建出一条稳健、可

持续兼顾高速发展的经营之路。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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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14年1月26日起，财政部陆续发布了新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

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以及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

《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

报表》共七项具体会计准则。 根据财政部的要求，上述准则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对公司财务报表的相关影响详见财务报表附注第一节：公司基本情况中的第（三十一）点：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以及第十四节：补充资料中的第（三）点：会计政策变更相关补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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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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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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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七家合并单位，增加的原因为： 

新增合并单位 原因 

蚌埠三颐半导体有限公司 直接投资71.43% 

德豪润达香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香港德豪新设立全资子公司（间接100%） 

广东德豪雷士照明有限公司 直接投资100% 

蚌埠崧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直接投资100% 

深圳市崧欣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间接投资100% 

珠海市壹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北美电器新设全资子公司（间接100%） 

珠海市雷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北美电器新设全资子公司（间接100%）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董事会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4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保留意见，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

准则第1502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客观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对此我们表示理

解。公司董事会将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上述不确定因素对公司的影响。  

2、监事会说明 

公司监事会认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对审计报

告中保留意见涉及事项所做的专项说明客观、真实。监事会将持续关注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推进相关工作，尽快消除上述不

确定因素对公司的影响，切实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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