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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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美化工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054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闽翀

潘大可

电话

0757-28399088

0757-28399088-316/811

传真

0757-28803001

0757-28803001

电子信箱

Zhumc@dymatic.com

Pandk@dymatic.com

0757-28397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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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营业收入（元）

2012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1 年

1,184,255,531.28

1,106,213,350.49

7.05%

1,039,210,65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5,297,439.77

108,655,233.56

6.11%

143,167,499.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13,402,878.89

106,445,700.36

6.54%

67,223,326.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4,276,503.46

193,921,764.92

-30.76%

-16,310,871.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34

5.88%

0.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0.34

5.88%

0.45

7.71%

7.9%

-0.19%

11.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13 年末

2012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1 年末

总资产（元）

2,256,008,355.88

2,113,935,401.08

6.72%

2,008,553,006.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32,228,121.17

1,452,212,980.56

5.51%

1,291,618,915.29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4,73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
日末股东总数

26,154

1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报告摘要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黄冠雄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境内自然人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21.8%

70,390,880

13.1%

42,291,505

11.15%

35,992,410

6.4%

20,658,300

中国农业银行
－长盛同德主
其他
题增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0.46%

1,500,663

0

中国工商银行
－诺安平衡证 其他
券投资基金

0.44%

1,418,750

0

马克良

境内自然人

0.42%

1,366,344

0

陈敏诗

境内自然人

0.37%

1,209,824

0

张金山

境内自然人

0.36%

1,151,900

0

0.35%

1,135,000

0

佛山市顺德区
境内非国有法
昌连荣投资有
人
限公司
何国英

境内自然人

佛山市顺德区
境内非国有法
瑞奇投资有限
人
公司

湖北和信管理 境内非国有法
咨询有限公司 人

数量

52,793,160
0 质押

29,560,000

26,994,307
0 质押

1,500,000

公司发起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披露信息管理办法》中规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
的说明
《上市公司持股披露信息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无
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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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2013年度经营情况
2013年末公司总资产为225,600.84万元，较去年增长6.72%；2013年末公司负债总额为53,613.35万元，
较去年增长20.59%；2013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23.76%，较去年增加2.73个百分点；2013年末公司股东权
益 171,987.49万元，比2012年末增加5,051.81万元。
公司2013年营业总收入为118,425.55万元，与去年同期增长7.05%，主要系公司通过优化客户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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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结构，加强项目管理以及农牧产品上市等原因，实现了收入小幅度的增长；公司2013年营业利润为
18,694.43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8.36%，主要是销售实现增长所致；公司2013年利润总额为18,979.18万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8.08%，主要是利润总额增长所致；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11,529.74万元，较
去年同期增长6.11%，主要原因是利润总额同比增长所致；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每股收益0.36元，比上年上升
0.02元，上升5.88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增长所致。
（二）公司回顾总结前期披露的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的进展情况
公司管理层围绕董事会提出的“聚焦创新、探索发展”的年度战略主题，制定2013年度的发展目标和工
作计划并有针对性的部署和落实各项工作。一是深化项目管理模式，2013年公司在原有项目管理模式的基
础上，进行了全面推广和深化,建立项目经理责任制并进一步改善了项目管理制的内部分工和团队建设；二
是加大研发结构调整，把项目管理和项目新产品的研发结合在一起，明显缩减了新产品的开发周期和市场
准度；三是加强核心人才的管理和激励，从个人素质、业绩及文化认同等方面重新梳理了核心人才库，加
强对核心人才的培养、发展和考核激励。
通过以上各方面的努力，公司2013年度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的落实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纺织印染助剂业务方面，公司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提升关键客户的维护与拓展的
聚焦度，对于有潜力、有合作可能性的关键客户由事业部专家团队集中拓展，有针对性地围绕大客户组织
各种技术支持和交流探讨60余次，一方面与客户合作开发基于客户现场工艺需求的新产品，另一方面促进
了低温练漂、防沾色清洗、涂料染色等项目及新产品的推广；二是调整产品结构、提高新产品的市场准度，
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和盈利能力；三是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和产业用纺织品市场，2013年度组织专业团队完
成了市场调研和论证工作，制定了市场拓展方案，2014年逐步落实实施。
（2）环戊烷业务方面，由于2013年原料市场波动比较大，经营业绩增长放缓。因此，美龙公司近年来
逐步进行了战略调整，一是稳固现有的环戊烷产品市场；二是美龙公司未来将以环保型的阻燃剂及相关产
品为重点突破口，开展研发投入及技术创新工作。目前，美龙公司的阻燃剂及阻燃聚酯，已经开发完成，
并申报了专利，拥有了自主产权。经客户使用验证，效果良好，在积极进行市场推广。
（3）农牧业务方面，2013年是公司农牧正式投入生产运营的第一年。生猪养殖是绿元的核心业务，在
团队共同努力下，在工程建设、生猪养殖、市场开发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逐步摸索业务盈利模式。目前，
公司已建成1500头存栏母猪，年出栏2.7万头肉猪的生产线。在渠道建设方面，公司通过充分分析产品特色，
确立自己的产品品牌——“英农草香猪”，并实现产销闭环，确保养出的安全、健康、优质的猪肉快速有效
的提供给消费者。同时，公司还探索终端销售平台，2013年度分别在深圳和顺德开设5家“英农生机农庄”
连锁店；截至披露日，“英农生机农庄”连锁门店增加至6家。
（三）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目前主营业务结构由纺织化学品、石油产品、合成革化学品的精细化工项目以
及农牧项目构成。
（1）公司未来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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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前期布局，2014年度将围绕新的主营业务结构，致力于新老事业的并进发展，一方面稳固已成熟
的纺织化学品市场；另一方面稳步推进新进入的行业。
1、通过科技创新寻求突破。公司科技发展坚持三个导向:差异化、多元化和成本领先，这是公司在科
技方面要重点突破的工作。按照公司业务板块来看，纺化业务、种养业务、阻燃剂业务、水性聚氨酯业务，
在各自的市场领域都需要重点考虑差异化和成本领先的战略部署。在多元化的领域，科技园将要发挥这个
平台的潜在价值。公司利用科技园平台，从项目引入、孵化、加速到产业化，完成单体项目的蜕变，一是
帮助引进的企业完成创业的过程，另外，我们也可以从科技孵化的角度，通过培育外来的项目，找到可参
与一起发展的种子项目，这是从科技导入多元化比较好的途径。
2、拓展新市场。公司将深化和优化产品的销售模式、拓展海外市场、延伸产品领域（如产业用纺织品、
军工市场）、逐步探索和稳步建立农牧项目的盈利模式，同时考虑通过兼并收购的方式来提升公司发展的
力度和广度。
3、强化管理机制。公司在管理方面将会坚定地按照集团+事业部的模式来固化公司的运营管理，集团
将集中三方面的权力：审批权、监督权和奖惩权；而事业部采取独立法人+独立的业务+独立的管理层激励
机制模式来运作。通过建立和推广这种机制，简化公司业务层面的管理关系，帮助公司走向专业化、高效
化和精细化，为公司业务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4、人才方面。公司将秉承“发展企业发展人”的理念，继续按照“以人为本”方式来管理。在工作之
外，公司会极力倡导和谐、友善的家庭氛围。在工作之内，公司将从现有的职业化+自律化的用人模式逐
步变更为全职业化的人才管理模式，不同层面的员工都要求可上可下，根据不同阶段的工作需要和业绩指
标导向来调整用人方案，同时加强公司员工在职业健康、职业发展、激励机制和招聘培训机制方面的专业
管理，满足公司的集团化、专业化和高效化的发展需要。
（2）公司2014年度经营计划
公司2014年的工作思路是精耕细作精细化学品，重点支持农牧养殖和科技孵化平台项目，在公司内部
建设方面，重点关注业绩、管理机制和营销模式的重新梳理，并充分发挥公司职能部门对各业务模块的支
持，建立横向沟通机制，确保新老产业并进发展。
1、发挥管理机制的作用。在决策机制上，公司会充分利用董事会和总经理办公会对重大事项的讨论和
决策作用，确保公司的经营方向和战略规划的高度吻合。在执行层面，会通过月度预算管理、月度工作总
结和汇报、参控股公司董事会管理等三种方式，来将各项工作落实下去，确保公司上下各层级在执行上的
步调一致，完成各阶段的工作目标。
2、建立研发激励机制。德美研究院已经成立并运营了一年，资源整合和科技项目奖励制度已经有了
一个很好的基础。2014年会在发挥资源潜在价值方面开展多项工作，重点工作方向有三个：一是推进聚氨
酯和防水剂研发工作，力争2014年有稳定的产品投放到市场；二是通过引进、合作等方式物色外部项目，
丰富公司的产品研发结构；三是整合现有的研发资源，在公司层面建立统一的研发人员激励政策，激发研
发人员的工作热情，培养核心研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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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积极开拓新的市场。2014年要积极开拓新的市场，重点市场包括海外市场和产业用纺织品市场。
一是布点海外市场，在东南亚区域进行市场布局，将公司在国内的优势扩充到国外市场；二是进入产业用
纺织市场，2014年计划利用公司现有的市场网络和技术优势，将公司的产品应用领域扩展到产业用纺织品
市场；三是阻燃剂市场的拓展，完成生产基地的建设，优化产品的质量，要求在2014年的市场拓展方面有
量的突破，形成稳定的客户群。
4、推进德美新材料创新科技园的建设。德美科技园建设的思路是主要聚焦高分子材料、信息材料和
节能环保产业，建设服务功能齐全、孵化理念先进的一流科技创业平台。在软件方面，园区内部管理要制
定一套完善的服务规范，并启动信息平台的建设，按照物理空间孵化和虚拟网络孵化相结合的方式来快速
推进孵化园的建设，力争在行业内形成自己独特的管理和服务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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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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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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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相比，本年（期）新增合并单位4家，原因为
1、2011年4月北京东方亚科力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与顺德区美龙环戊烷化工有限公司各出资350万元，
设立北京东方美龙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初始设立时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为700万元；2012年11月经北京
东方美龙股东会决议，北京东方美龙注册资本变更为3000万元，同意顺德区美龙环戊烷化工有限公司单方
面增资合计2300万元，占实收资本的88.33%。2013年3月顺德区美龙环戊烷化工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1,600
万元，经本次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3000万元，实收资本为2300万元。
2、2013年3月2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广东德运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的议案》，公司在佛山市顺德区容桂投资设立广东德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运创投”）。德
运创投注册资金为3000万元人民币，主要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的技术开发；从事风险、高新技术产业投资等
一般经营项目。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东德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已于2013年5
月3日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公司关于设立广东德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公告》（2013-004）刊登于2013年3月29日的《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3、经公司经理办公会同意，2013年4月27日，广东绿元农牧有限公司独资控股设立广东英农食品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主要从事农产品加工、销售。
4、经公司经理办公会同意，2013年7月10日，广东英农食品有限公司独资控股设立深圳英农食品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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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主要从事农产品加工、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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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5）对 2014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不适用。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冠雄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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