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2054

证券简称：德美化工

公告编号：2016-033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5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6 年 5 月 24 日，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报
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6】第 187 号）。公司就问询函所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
复说明，现公告如下：
【问询函问题一】：2013 年至 2015 年，你公司的销售毛利率分别为 38.65%、35.65%和
22.75%，呈逐年下降趋势。请结合你公司主营业务构成、行业发展情况并选取可比公司综
合分析毛利率变动的原因，说明销售毛利率变动的合理性。
公司回复：
（一）公司主营业务构成及行业发展情况
目前，公司经营主要业务包括精细化学品、石油化工品和农牧食品三个方面。
1、精细化学品业务主要包括纺织化学品、皮革化学品、有机硅涂层及功能整理剂、防
水剂和涂层整理剂、合成革涂层材料等。目前，公司纺织化学品为公司主要产品，品种齐全，
覆盖染整企业前处理、染色、印花、后整理等全套工序。目前中国纺织行业的外部环境低迷，
公司将利用现有的市场网络和技术优势，保持精细化学品的稳定销售。
2、石油化工品业务主要生产包括制冷剂、异丁烷、正丁烷、异戊烷、环戊烷和异辛烷
等产品。中炜化工年产 24 万吨异辛烷项目于 2015 年第一季度正式投产，并安全稳定生产。
虽然异辛烷的价格受油价波动影响，但异辛烷作为优良的汽油添加剂，随着政府加大对大气
雾霾的治理力度，并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国五标准，市场发展前景良好。
3、农牧食品方面，公司从 2011 年启动英农农牧养殖项目，已形成“育苗—育肥—屠宰
—区域冷链—门店”的产业闭环系统。目前，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英农集团有限公司已创建
“英农畅想空间”、“英农生机庄园”渠道品牌和“英农草香猪”产品品牌，打造集农业科
研、种植养殖、零售连锁、亲子体验等领域于一体的农业产业企业。目前，公司英农农牧事
业部仍处于持续投入期,英农集团的期间运营仍然亏损。
（二）公司销售毛利率变动合理性分析
公司近三年毛利率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2014 年末合并中炜化工，受中炜化工的毛利率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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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影响。主要分析如下：
1、近三年的公司收入、成本、毛利与毛利率指标（单位：元）
项目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收入

1,184,255,531.28

1,228,504,465.87

2,092,109,315.52

成本

726,583,755.12

790,574,693.85

1,616,220,496.21

毛利

457,671,776.16

437,929,772.02

475,888,819.31

38.65%

35.65%

22.75%

毛利率

2、近三年公司分产品的毛利率
项目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精细化学品

41.86%

43.00%

43.97%

环戊烷

22.97%

17.40%

28.16%

异辛烷

-

-24.21%

3.04%

5.32%

13.11%

26.40%

石油化学品

农产品

3、可比公司传化股份纺织用化学品最近三年毛利变化情况（单位：元）
项目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收入

2,429,871,020.79

2,943,773,975.46

2,418,038,803.07

成本

1,678,252,360.80

2,045,118,699.46

1,571,910,374.18

毛利

751,618,659.99

898,655,276.00

846,128,428.89

30.93%

30.53%

34.99%

毛利率
经过上述对比分析如下：

（1）公司纺织用化学品业务毛利率基本保持稳定，稍高于可比公司。纺织用化学品行
业 2015 年的毛利率均有所提高，提高的主要原因是石油价格下跌导致营业成本下降。毛利
率的波动符合纺织用化学品行业波动态势。
（2）2015 年中炜化工异辛烷业务毛利率较低，是由于 2015 年国际石油价格全年持续
下跌，异辛烷的销售价格与石油价格走势基本一致，由于原材料的采购在前，成本锁定后，
异辛烷销售价格的持续下降造成毛利率较低。同时，异辛烷装置在 2014 年末进入试生产阶
段，2015 年初装置仍处于调试、磨合阶段，没有实现规模效益。
【问询函问题二】：你公司 2015 年度第一至第四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
别为 1,265.79 万元、23,904.34 万元、5,444.46 万元、-2,107.74 万元，季度之间波动较大。
请结合近三年各季度业绩情况说明公司业务的季节性是否与财务数据相匹配、公司收入确
认政策以及是否遵循一贯性原则。
公司回复：
（一）公司近三年各季度业绩情况
1、2015 年度公司各季度的财务指标如下：（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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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387,274,782.44

580,175,242.00

554,338,962.71

570,320,328.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2,657,854.08

239,043,411.98

54,444,606.15

-21,077,365.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3,226,587.91

20,663,980.38

25,717,054.53

-25,579,930.76

营业收入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10,697,832.99 129,477,214.45
65,834,383.33 -53,154,494.80
金流量净额
2015 年度，公司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第一季度为 12,657,854.08 元，第二季度为
239,043,411.98 元，第三季度为 54,444,606.15 元，第四季度为-21,077,365.89 元。
第一季度实现净利润 12,657,854.08 元，其中正常经营性损益 13,226,587.91 元，非经
常性损益-568,733.83 元。
第二季度实现净利润 239,043,411.98 元，其中正常经营性损益 20,663,980.38 元，非
经常性损益 218,379,431.60 元,主要是出售了天原集团股票。
第三季度实现净利润 54,444,606.15 元，其中正常经营性损益 25,717,054.53 元，非经
常性损益 28,727,551.62 元,主要是处置了无锡厂房。
第四季度亏损 21,077,365.89 元的原因主要是：（1）英农集团 2015 年第四季度利润较
2014 年第四季度增加亏损 4,951,365.68 元；（2）湖南尤特尔项目的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
确认投资收益-4,545,329.89 元；（3）持有奥克股份 6.94%的股权比例采用权益法核算，第
四季度确认投资收益-8,069,473.86 元；
（4）计提中炜化工商誉减值准备 4,946,604.85 元。
2、公司近三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业绩波动趋势基本一致
（1）2013 至 2015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各季度净利润（单位：元）：
年度

1 季度

2 季度

3 季度

4 季度

年度合计

2015 年

12,657,854.08

239,043,411.98

54,444,606.15

-21,077,365.89

285,068,506.32

2014 年

18,705,162.25

28,037,939.21

24,014,967.79

25,009,480.03

95,767,549.28

2013 年

18,533,311.83

41,122,303.56

30,328,820.22

25,313,004.16

115,297,439.77

（2）2013 至 2015 年各季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单位：元）：
年度

1 季度

2 季度

3 季度

4 季度

年度合计

2015 年

13,226,587.91

20,663,980.38

25,717,054.53

-25,579,930.76

34,027,692.06

2014 年

16,398,715.23

28,316,871.42

24,975,194.93

7,851,687.88

77,542,469.46

2013 年

18,378,251.14

41,152,262.56

30,930,857.40

22,941,507.79

113,402,87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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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收入确认政策说明
公司的收入确认原则严格遵循会计准则的要求，公司在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
报酬转移给买方，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商品实施有
效控制，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相关的已发生或将
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商品销售收入的实现。
公司具体销售确认原则为：
（1）外销收入，在货物出库，并报关出口后，依据出口发票、出口报关单和货运单据
确认收入。
（2）内销收入，在货物出库并移交给客户后，依据取得的客户签收的送货单确认收入。
公司一贯执行以上收入确认原则。
【问询函问题三】：报告期内，你公司通过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收购的子公司濮阳市
中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炜化工”
）亏损 2,439.97 万元，2014 年亏损 2,307.1
万元。报告期末，你公司因对中炜化工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商誉账面价值为 2,473.3
万元，你公司未对该部分商誉计提减值准备。请说明中炜化工连续两年亏损的原因，并说
明请你公司商誉减值测试过程和未对该部分商誉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
公司回复：
1、中炜化工连续两年亏损的原因
（1）中炜化工 2015 年亏损的原因
中炜化工亏损，主要是因为 2015 年国际石油价格全年持续下跌，异辛烷的销售价格与
石油价格走势基本一致。由于原材料的采购在前，成本锁定后，异辛烷销售价格下降后，造
成毛利下降。而且异辛烷新装置在 2014 年末投入试生产，2015 年初装置仍处于调试、磨合
阶段，没有实现规模效益，导致产品成本较高，毛利较低，造成亏损。
（2）中炜化工 2014 年亏损的原因
中炜化工建设的异辛烷装置原计划在 2014 年 9 月份投产，公司提前进行了原料储备，
后由于设备调试等原因，装置在 2014 年年末试生产，期间国际原油价格大跌导致异辛烷产
品价格随之下跌。原料跌价损失、投产初期产量低、运行费用高导致的单位加工成本偏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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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 2014 年亏损的主要原因。
2、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情况说明
（1）2015 年度公司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
公司依据相关会计政策，合理计提了相关商誉减值准备。公司已于 2015 年度计提了
4,946,604.85 元的商誉减值准备，具体如下：（单位：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或形成商誉的事项 年初余额 本年计提增加
濮阳市中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合计

本年处置
减少

年末余额

4,946,604.85

4,946,604.85

4,946,604.85

4,946,604.85

具体可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公
（2016-017）和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XYZH/
司 2015 年度报告》
2016GZA20311 号《审计报告》。
（2）商誉减值测试的过程
本公司将被合并公司中炜化工整体认定为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按照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确定。管理层根据其历史数据并结合技术及市场开发、财务指标等
因素，测算资产组未来 5 年可能产生现金流量（5 年之后现金流量按照零增长率为基础计算），
并按并购时预计的平均报酬率折现，如果可收回金额低于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则
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
根据减值测试的结果，公司计提中炜化工商誉减值准备 4,946,604.85 元。
【问询函问题四】：报告期内，你公司的固定资产处置利得金额为 3,950.78 万元，请详
细说明固定资产处置利得产生的原因、会计处理的合规性，并说明是否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回复：
（一）有关公司固定资产处置的信息披露说明
2015年8月31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同意与
惠山长安拆迁办签署拆迁补偿协议的议案》，因无锡市惠山新区建设需要，为支持新区工程
建设，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锡惠山德美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惠山
德美”）与无锡市惠山区长安街道拆迁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惠山长安拆迁办”）签署拆
迁补偿协议，拆迁公司及无锡惠山德美位于无锡市惠山区堰桥街道山浜路的厂房等相关构建
物、装修附属物及搬迁设备，惠山长安拆迁办一次性货币补偿给公司及无锡惠山德美共计
4238 万元人民币。并授权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何国英先生签署相关协议并办理相关手续。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2015-079）、《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同意与
惠山长安拆迁办签署拆迁补偿协议的公告》（2015-081）刊登于 2015 年 9 月 1 日的《证券
5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固定资产处置利得产生的原因、会计处理的合规性说明
1、公司 2015 年固定资产处置利得的明细情况
项目

金额(元)

无锡厂房的拆迁利得

37,130,031.63

上海房产的处置利得

2,130,019.23

其他

247,773.79

合计

39,507,824.65

由上表可知，公司的固定资产处置利得主要是无锡厂房的拆迁利得，以及上海房产的处
置利得。
2、 会计处理依据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
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3 号，企业因城镇整体规划、库区建设、棚户区改造、
沉陷区治理等公共利益进行搬迁，收到政府从财政预算直接拨付的搬迁补偿款，应作为专项
应付款处理。其中，属于对企业在搬迁和重建过程中发生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损失、有关
费用性支出、停工损失及搬迁后拟新建资产进行补偿的，应自专项应付款转入递延收益，并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进行会计处理。企业取得的搬迁补偿款扣除转
入递延收益的金额后如有结余的，应当作为资本公积处理。
（3）根据《关于企业收到政府拨给的搬迁补偿款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财企
[2005]123 号）相关规定，可从搬迁补偿款项中核销的费用和损失的范围有：
（1）直接核销：
因搬迁出售、报废或毁损的固定资产的清理损失；（2）间接核销：1）搬迁中所灭失的原有
土地使用权的原账面价值；2）因与搬迁直接相关的一些费用性支出。
3、无锡厂房拆迁利得情况
因无锡市惠山新区建设需要，为支持新区工程建设，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锡惠山德美化
工有限公司与无锡市惠山区长安街道拆迁管理办公室签署关于拆迁补偿的相关协议。
公司及无锡惠山德美同意，由于拆迁公司及无锡惠山德美位于无锡市惠山区堰桥街道山
浜路的厂房等相关构建物、装修附属物及搬迁设备，惠山长安拆迁办一次性货币补偿给公司
及无锡惠山德美共计 4238 万元人民币。
（1）公司无锡厂区的拆迁补偿
公司与无锡市惠山区长安街道拆迁管理办公室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同意拆迁原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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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惠山区堰桥街道浜山路 11 号，土地面积 21,413.4 平方米上有证房屋建筑面积 4773.8 平
方米，及相关构筑物、装修附属物及搬迁设备，拆迁方一次性给予补偿款 36,637,605.00
元。公司收到全部拆迁补偿款。


账务处理情况：

截止处置时点（2015 年 9 月）拆迁房产的账面价值为 527,490.52 元，土地使用权账面
价值 1,304,591.31 元，根据补偿款 36,637,605.00 元，确认营业外收入--固定资产处置利
得 34,805,523.17 元。
（2）子公司惠山德美无锡厂区的搬迁补偿
公司控股子公司惠山德美与无锡市惠山区长安街道拆迁管理办公室签订《拆迁补偿协议
书》，同意拆迁原位于惠山区堰桥街道浜山路，占地面积：5,920.6 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
2,074.04 平方米，及相关构筑物、装修附属物及搬迁设备。由惠山区长安街道拆迁管理办
公室一次性货币补偿 5,742,395.00 元（所有费用均包括在补偿总价内）。公司已收到全部拆
迁补偿款。


账务处理情况：

应收补偿款 5,742,395.00 元确认为专项应付款，2015 年发生的与搬迁相关的费用和损
失为 2,324,508.46 元，相应确认营业外收入--固定资产处置利得 2,324,508.46 元。
4、上海房产处置利得
经公司经理办公会同意，2015 年 5 月上海德美化工有限公司与杨永新双方签订《上海
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合同编号为 2247950，将原位于报春路 399 弄 6 号 201 室号（部位：
201），房屋产权证号为：闵 2000036751，房屋建筑面积：158.68 平方米，账面净值为
181,105.41 元（账面原值为 660,260.33 元，账面累计折旧为：479,154.92 元）出售转让于
杨永新。根据合同约定，双方应在 2015.5.31 之前，共同申请办理转让过户手续，以闵行区
房地产登记处准予该房地产转移登记之日为准，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 380 万元。


账务处理情况：

公司将收到转让款 3,800,000.00 元，扣除账面净值 181,105.41 元和相关转让税金及费
用 1,488,875.34 元，确认营业外收入-固定资产处置利得 2,130,019.25 元。

特此公告。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六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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