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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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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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德美化工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054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闽翀

潘大可

办公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广珠公路海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广珠公路海
尾路段 44 号
尾路段 44 号

电话

0757-22905695

0757-22905695

电子信箱

Zhumc@dymatic.com

Pandk@dymat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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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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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600,317,326.03

720,396,072.29

-16.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9,178,777.37

50,893,514.89

-3.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5,950,564.89

44,839,178.88

-19.82%

171,803,836.45

53,503,160.06

221.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73

0.1214

-3.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73

0.1214

-3.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2%

2.78%

-0.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3,133,814,627.61

3,032,237,689.61

3.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81,267,887.56

1,865,800,196.07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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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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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冠雄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22.28%

93,406,344

佛山市顺德区
境内非国有法
昌连荣投资有
人
限公司

13.11%

54,968,957

何国英

10.10%

42,353,445

31,765,084

佛山市顺德区
境内非国有法
瑞奇投资有限
人
公司

4.88%

20,450,709

0

陈秋有

0.96%

4,016,500

3,012,375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国有法人
公司

0.90%

3,792,600

0

王静玉

境内自然人

0.60%

2,504,000

0

李建宏

境内自然人

0.48%

2,023,000

0

杜盛强

境内自然人

0.48%

2,020,851

0

周传

境内自然人

0.32%

1,339,400

0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数量

70,054,758
0 冻结

54,775,820

公司发起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
的说明
《上市公司持股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1、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的境内自然人股东郭艳军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其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其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1,274,28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 1,274,280 股。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参
2、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的境内自然人股东杜盛强
见注 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其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000 股，其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票 2,018,851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 2,020,851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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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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目前经营主要业务包括纺织化学品、皮革化学品和石油精细化学品等三个方面。2020年上半年，
在全球性新冠疫情以及世界经济下行压力等复杂因素的影响下，公司整体业务的经营业绩呈现小幅下滑。
2020年1至6月公司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16.67%，主要是受疫情影响以及中炜化工受托加工数量下
降所致；毛利率同比增长3个百分点，主要是中炜化工低毛利率产品所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下降所致；营业
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19.16%，主要是受销售收入减少所致。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每股收益0.1173元，与上年
同期比下降3.38%
2020年1至6月销售费用发生额比上年同期发生额减少16.54%，主要是因为销售收入下降所致；2020年
1至6月管理费用发生额比上年同期发生额增加23.41%，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导致中炜受托加工量下降，与委
托加工量不匹配的制造费用转入管理费用；2020年1至6月财务费用发生额比上年同期发生额增加36.08%，
主要是汇兑损失同比增加导致。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与发展目标，疫情期间积极响应地方政府号召快
速组织复工复产，确保各项工作稳步开展。
1、纺织化学品
公司是国内纺织化学品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纺织化学品是公司的传统主营业务。2020年上半年公司
纺化事业部顶住各种不利因素的压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要开展以下重点工作：
（1）加强与品牌商和
高端客户的合作，提升产品竞争力；
（2）产品开发与技术研究相结合，既关注眼前又着眼未来。

3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皮革化学品
上半年公司皮化事业部紧紧围绕公司提出的经营指导思想，对内推动精细化管理，对外积极开拓市场，
具体开展工作如下：
（1）逐步恢复战略和重点客户订单，加强客情关系，做深客户；
（2）继续摸索和优化
牛头层和二层无铬鞣TWLZ和TWS的工艺路线；
（3）加大塔拉粉客户的拓展和沟通，加强市场行情调研。
3、石油精细化学品
德荣化工乙烯裂解副产品C5/C9综合利用项目，涉及戊烷、异戊二烯、间戊二烯、双环戊二烯、正己
烷、异己烷、加氢C9树脂等化工产品业务。项目计划与浙江石化项目二期同步投产。2020年上半年，德荣
化工项目建设有条不紊地推进中，同时在设备管理、施工质量管理、施工安全管理、生产准备管理、综合
管理、销售管理等开展工作、持续推动项目的进程。
中炜化工项目主要生产异辛烷、制冷剂、异丁烷、正丁烷、异戊烷和环戊烷等产品。2020年上半年主
要工作如下：
（1）优化组织架构，重组生产技术部，下设调度、统计、技术创新、质量和设备管理等职能；
（2）重组营销中心，下设采购供应、市场销售、工程招标等职能；（3）加大财务控制职能，增加库房备
件和物资的管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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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修订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
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
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
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
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该准则，其他境
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该准则。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的金额
2020年1月1日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的预收款项重
分类至合同负债。

预收款项

-8,670,673.85

合同负债

8,670,67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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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团2020年上半年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31家。与上年相比，上半年因注销或处置减少3家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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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卖3家：（1）广东英农集团有限公司；（2）广东英农食品有限公司；（3）广东英农农牧有限公司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冠雄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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