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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05                           证券简称：德豪润达                           公告编号：2016-45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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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所有董事都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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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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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金凤路 1 号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金凤路 1 号 

传真 0756-3390238 0756-3390238 

电话 0756-3390188 0756-339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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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小家电及LED双主营业务。 

一、小家电业务 

小家电属于生活消费品，具有多样性和潮流性的特点，核心诉求以“便利、提高生活品质”为主。小家电主要的研发、设计、

消费市场集中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近年来，国际小家电企业也在陆续将研发和设计功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总体而言，

国际小家电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相对较为成熟的行业。 

在国际市场上，作为一种生活类消费品，小家电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小家电消费依然旺盛。国内市场方面，小家电

在中国市场保有率远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再加上小家电的生命周期一般只有3年至6年，产品更新换代速度较传统家电快，

消费者对小家电有持续的换购需求，随着国民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我国小家电市场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从事小家电业务的研发与制造，在出口市场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总体规模上处于国内同行业前列，部

分产品如面包机、电烤箱和电炸锅等西式小家电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在欧美市场处于领先地位。公司小家电的大部分产品采用

OEM/ODM模式销往国际市场，国内市场以ACA自有品牌进行销售。 

二、LED业务 

LED是一种能够将电能转化为光能的半导体，LED照明由于具有节能、环保、安全、寿命长、色彩丰富的特性，其应用领域

广泛、产业带动性强、节能潜力大。LED产品应用领域主要在背光源、照明、显示屏等方面，应用范围广泛，这在一定程度

上避免了因单个下游应用领域的季节性波动所带来的影响。因此，LED行业整体季节性并不明显。LED行业是国家重点鼓励、

扶持的战略性新兴行业，行业进入者较多，竞争异常激烈，LED相关产品价格降幅较大，市场乱象不断，行业洗牌仍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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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公司从2009开始切入LED行业，通过对广东健隆达、深圳锐拓、雷士照明等行业内企业的收购、整合以及通过自有资金、银

行贷款和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建立LED研发基地等方式，形成了“外延及芯片-封装及模组-LED应用产品（照明和显示）-品

牌及渠道”的LED全产业链业务格局，整体规模处于国内同行业的前列。公司出口国外的大部分LED产品以OEM/ODM的模

式进行销售，国内市场以“雷士德豪”、“ETi”等自有品牌进行销售。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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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4,506,356,886.03 4,154,733,583.22 8.46% 3,129,893,521.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862,080.76 13,950,995.19 42.37% -114,206,954.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66,557,841.67 -259,905,078.80 -117.99% -304,205,059.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2,766,268.75 334,235,640.94 41.45% 267,081,506.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42 0.0109 30.28% -0.09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42 0.0109 30.28% -0.09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6% 0.29% 0.07% -2.75%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13,431,440,029.83 12,935,999,728.74 3.83% 10,899,686,004.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524,278,182.70 5,554,758,126.45 -0.55% 4,207,432,915.1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814,235,816.84 1,239,619,479.90 1,297,274,284.89 1,155,227,304.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3,292,331.99 108,179,536.26 46,362,931.12 -41,388,054.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1,599,786.24 20,969,795.53 10,548,246.60 -476,476,097.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920,080.87 95,279,129.40 -59,270,585.07 494,677,8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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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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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7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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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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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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8% 315,356,800 100,000,000 质押 292,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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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13% 15,824,000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零组合 
其他 1.10% 15,298,331    

杨君 境内自然人 0.95% 13,219,900    

张红 境内自然人 0.59% 8,200,000    

杨素英 境内自然人 0.54% 7,523,906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招

商丰庆灵活配

置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52% 7,214,957    

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7% 6,58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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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芜湖德豪投资有限公司除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292,356,800 股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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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0,000 股；2、杨君除直接持有本公司

股份 340,900 股外，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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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79,000 股；3、宫冰除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1,383,991 股外，还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4,04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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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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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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50,635.69万元，同比增长8.4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86.21万元，同比增长42.37%；

基本每股收益0.0142，同比增长30.2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47,276.63万元，同比增长41.45%。 

小家电业务方面，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23,549.19万元，同比增长11.63%，毛利率16.99%，同比增长0.21%。主要是报告期内

人民币贬值、大宗原材料价格下降以及小家电事业部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业务、同时开展效率提升和降成本工作等因素综合影

响的结果。 

LED业务方面，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17,695.11万元，同比增长3.42%，毛利率17.23%，同比下降8.72%。报告期内，公司加大

对海外照明市场业务的拓展，与雷士照明的整合逐步深入，LED整体销售规模与去年同期相比略有增长。但2015年LED行业

整体仍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价格战仍未停止，LED芯片、封装、照明等相关产品的价格下降幅度较大。因此，报告期内，

公司LED业务毛利率同比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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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厨房家电 2,210,040,844.14 370,031,560.23 16.74% 15.81% 22.16% 0.87% 

家居及个人护理 1,140,844.63 492,238.31 43.15% -22.58% -14.52% 4.07% 

LED 芯片及应用 2,176,951,143.85 375,163,975.64 17.23% 3.42% -31.31% -8.72% 

主营业务-其他

收入 
24,310,217.06 9,198,142.80 37.84% -73.80% -71.82%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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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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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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50,635.69万元，同比增长8.46%，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小家电业务比上年增长11.63%，LED

业务比上年增长3.42%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86.21万元，同比增长42.37%，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出售

子公司股权、获得政府补贴所致；基本每股收益0.0142，同比增长30.28%，主要是由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

长42.37%所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47,276.63万元，同比增长41.45%，主要是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

少所致。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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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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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两家合并单位单位，具体如下： 

新增合并单位 原因 

德豪雷士（北京）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本公司直接持股100% 

惠州德豪消防照明标识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德豪润达照明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持股51%）新设全

资子公司（间接51%） 

注：2015年12月，公司将子公司凯雷电机的100%股权出售给本公司控股股东芜湖德豪投资的全资子公司珠海盈瑞，股权变

更手续已于2015年12月31日前完成，自2016年1月1日起，凯雷电机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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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对 2016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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