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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05                           证券简称：*ST 德豪                           公告编号：2019-143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更正后）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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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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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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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崎 黄美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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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756-3390188 0756-339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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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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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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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453,645,432.68 1,861,795,784.67 1,861,795,784.67 -2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8,095,227.26 20,106,291.31 20,106,291.31 -637.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53,640,811.85 -14,233,664.13 -14,233,664.13 -979.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6,556,281.65 311,634,712.16 311,634,712.16 1.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13 0.0114 0.0114 -637.7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13 0.0114 0.0114 -637.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1% 0.32% 0.32% -5.2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6,477,542,762.41 10,441,609,127.09 7,671,290,569.28 -15.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46,096,996.76 5,554,049,742.20 2,254,473,187.51 -4.81%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公司对 2018 年度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所涉“政府补助的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计提”事项作为一项前期会计差错处理，追溯调
整 2018 年度财务报表，上述调整对 2018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见与本报告同日刊登的《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三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部分的描述。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1,68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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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芜湖德豪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02% 282,781,900 0 
质押 252,745,090 

冻结 282,78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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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4.98% 87,882,136 0   

蚌埠高新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70% 82,872,92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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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 73,664,825 0   

建信基金－兴

业银行－华鑫

信托－华鑫信

托·慧智投资

其他 4.04% 71,325,96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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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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2.98% 52,574,145 0   

吴长江 境内自然人 2.66% 47,017,545 47,017,545 
质押 47,017,545 

冻结 47,017,545 

新世界策略（北
京）投资顾问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9% 36,881,091 0   

深圳市宝德昌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0% 35,294,400 0   

王晟 境内自然人 1.95% 34,406,400 25,804,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第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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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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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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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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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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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5,364.54万元，同比下降21.92%，主要是由于小家电业务营收同比下降12.96%，LED业务同

比下降28.75%所致；主营业务整体毛利率2.36%，同比下降17.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132.95万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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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下降1598.68%，主要是由于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分别同比下降21.92%、6.17%、研发费用同比上升394.06%等因素综合影

响的结果；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31,655.63万元，同比上升1.58%；每股收益-0.1708元，同比下降1598.25%. 

两大主业的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LED业务：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63,461.96万元，同比下降28.75%，实现毛利率-6.67%，同比下降31.06%，主要是由于：
LED芯片市场环境持续不景气，行业产能扩张带来的产能过剩状况并未得到有效缓解，再加上行业库存积压，导致LED芯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5,364.54万元，同比下降21.92%，主要是由于小家电业务营收同比下降12.96%，LED业务同
比下降28.75%所致；主营业务整体毛利率11.78%，同比下降8.0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809.52万元，同

比下降637.62%，主要是由于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分别同比下降21.92%、14.77%、研发费用同比上升258.07%等因素综合影

响的结果；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31,655.63万元，同比上升1.58%；每股收益-0.0613元，同比下降637.72%. 
两大主业的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LED业务：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63,461.96万元，同比下降28.75%，实现毛利率13.84%，同比下降10.55%，主要是由于：
LED芯片市场环境持续不景气，行业产能扩张带来的产能过剩状况并未得到有效缓解，再加上行业库存积压，导致LED芯片价

格持续下跌；公司管理层于2018年12月拟定关闭芯片工厂的计划，并采取了压缩LED芯片产能、采用降价促销的方式大力清
理库存以加快现金回收等措施，综合导致LED芯片营业收入同比下降40.29%，毛利率同比下降37.42%；LED照明行业受行业竞

争激烈、房地产行业调控政策等影响，营业收入同比下降37.42%,由于芯片价格下降、公司精控成本等原因，毛利率同比上
升11.26%；LED封装及显示业务由于行业竞争激烈等原因，营业收入、毛利率同比均有所下降； 

小家电业务：2019年上半年，中美贸易摩擦仍在持续，且波澜起伏；公司的小家电业务以出口为主，海外客户将关税及汇率

变动产生的经营压力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境外生产商转移，由此造成报告期内公司的小家电出口业务整体经营承压、再加上行
业竞争激烈等因素的影响，报告期内，小家电业务实现营业收入74,823.04万元，同比下降12.96%；实现毛利率10.03%，同

比下降5.02%。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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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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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要求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01月01日起施行。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从2019年01 月01日起，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对金融工具进行分类和计量，涉
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进行追溯调整。公司执行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印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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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

号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两个项目；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按"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列报；原"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负债） "按"交易性金融资产（负债）"列报；原"资产减值损失"拆分为"资产减值损失"和"信用减值
损失"列报；"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列报。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当期及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以及净利润产生影响。 
 

2)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对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原列报报表 新列报报表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9年6月30日 2019年1月1日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9年6月30日 2019年1月1日 

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 

     911,564,934.52      1,068,330,661.45  
应收票据      36,167,758.31       80,381,558.38  

应收账款     875,397,176.21      987,949,103.07  

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 
   1,328,110,496.16      1,415,739,698.68  

应付票据    541,970,621.71      437,097,230.14  

应付账款     786,139,874.45      978,642,468.54  

利润表项目 2019年1-6月 2018年1-6月 利润表项目 2019年1-6月 2018年1-6月 

减：信用减值损失     

加：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填

列） 

    

减：资产减值损失 49,990,112.02 -33,201,944.20 

加：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 

填列） 

     -49,990,112.02      33,201,94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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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对2018年度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所涉“政府补助的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计提”事项作为一项前期会计差错处理，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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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财务报表，具体对2018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固定资产 3,998,058,549.45 -2,119,393,351.54 1,878,665,197.91 

在建工程 247,502,111.42 -27,059,337.54 220,442,773.88 

无形资产 1,023,590,897.66 -516,650,702.34 506,940,195.32 

开发支出 152,984,217.69 -107,215,166.39 45,769,051.30 

预计负债  452,971,200.00 452,971,200.00 

递延收益 106,545,486.04 140,267,853.96 246,813,340.00 

未分配利润 -981,813,260.25 -3,299,576,554.69 -4,281,389,814.9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554,049,742.20 -3,299,576,554.69 2,254,473,187.51 

少数股东权益 252,084,323.82 -63,981,057.08 188,103,266.74 

 
2）合并利润表项目 

项目 

2018 年度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研发费用 59,790,875.11 107,215,166.39 167,006,041.50 

资产减值损失 307,868,901.48 2,803,371,245.38 3,111,240,146.86 

营业外支出 5,994,163.71 452,971,200.00 458,965,363.71 

净利润 -689,723,400.67 -3,363,557,611.77 -4,053,281,012.4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7,719,031.15 -3,299,576,554.69 -3,967,295,585.84 

少数股东损益 -22,004,369.52 -63,981,057.08 -85,985,426.60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减少合并单位 原因 本公司持股比例 

珠海盈瑞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出售100%股权 100% 

台湾三颐贸易有限公司 2019年3月注销 100% 

ETI  LED Solutions  Pte Ltd 2019年6月注销 100% 

德豪雷士（北京）半导体科技有限公
司 

2019年1月注销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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