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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55                    证券简称：得润电子                公告编号：2017-048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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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润电子 股票代码 00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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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少华 贺莲花 

办公地址 
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街道三十三路 9 号得

润电子工业园 

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街道三十三路 9 号得

润电子工业园 

电话 0755-89492166 0755-89492166 

电子信箱 002055@deren.com 002055@der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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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2,410,014,101.36 1,989,294,263.42 2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1,640,328.16 53,287,987.13 71.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1,769,268.65 35,230,050.62 -6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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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91,605,449.78 -110,391,733.93 -254.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34 0.1183 71.9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34 0.1183 71.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0% 3.10% 2.1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7,001,137,991.58 7,039,352,897.68 -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87,984,333.73 1,735,264,318.29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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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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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得胜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03% 139,771,620 0 质押 125,808,000 

杨桦 境内自然人 4.72% 21,242,906 0 质押 7,029,900 

邱建民 境内自然人 3.47% 15,622,017 11,716,513 质押 12,450,000 

吴如舟 境内自然人 1.93% 8,700,000 8,200,000   

田南律 境内自然人 1.88% 8,464,776 8,200,000 质押 6,700,000 

琚克刚 境内自然人 1.82% 8,200,000 8,200,000   

王少华 境内自然人 0.95% 4,272,830 3,600,000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万能保险产品 
其他 0.66% 2,980,846 0   

饶琦 境内自然人 0.59% 2,675,000 2,600,000 质押 1,550,000 

黄祥飞 境内自然人 0.58% 2,600,000 2,600,000   

任卫峰 境内自然人 0.58% 2,600,000 2,6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深圳市得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邱建民、杨桦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和一致行动的可能。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该股东之间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杨桦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4,000,000 股；公司股东

汤文枫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871,688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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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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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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续发展各项业务，营业收入持续增长，公司家电及消费电子业务稳健增长，汽车电子及车联

网业务拓展取得良好进展，新能源充电模块业务进一步获得国内外知名整车厂商项目订单，并为后续的量产供应进

行积极准备。2017年上半年度公司整体经营状况良好，但仍需积极应对公司拓展市场带来的人力成本和产品研发投

入增加等影响，加强内部控制和成本管控，加强内部整合，提升整体管理水平和效率，努力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柳州双飞60%股权及募集配套资金事宜已于2017年7月3日获得中国证监会正式核准批文，柳州

双飞于2017年7月27日完成了股权过户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已向交易对方苏进先生发行16,632,016股新股，

新增股份于2017年8月25日在深交所上市。公司将积极做好后续的相关实施具体工作，顺利完成此次项目实施，为充

分发挥双方的协同效应，促进公司业务发展及提升公司业绩建立良好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共实现合并营业收入241,001.41万元，同比增长21.15%，营业利润4,042.57万元，利润总额8,299.83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9,164.03万元，同比增加7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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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15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自2017

年6月12日起实施。企业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

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根据财政部以上发文的要求，公司将修改财务报表列报，与日常活动有关且与收益有关的政府补助，从利润表“营

业外收入”项目调整为利润表“其他收益”项目列报，该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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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ti Elettroforniture S.p.A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2017年1月接受MEPA INVESTMENT SERVICE LIMITED 270万

欧元的增资，本次变更后其注册资本由412.2366万欧元变更为200万欧元，公司持有的股权比例由51%减至25%，其

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变更为公司联营企业。2017年1月起公司不再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于2017年1月16日成立深圳前海衡晟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万，经营范围为保理代付业

务（非银行融资类）；担保业务（不含融资性担保业务）；商业保理相关的咨询业务；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

经济信息咨询、会议服务（以上均不含限制项目）；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供应链管理；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与销售；数据库管理；数据库服务；（以上各项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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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征集、利用企业信用信息；开展企业信用评估与咨询。

（同意登记机关调整规范经营范围表述，以登记机关登记为准）；公司直接持有其100%股权，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于2017年4月5日成立重庆得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经营范围为供应链管理

及相关配套服务；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普通货运；装卸搬运及仓储服务；及其设备及厂房租赁

（需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公司直接持有其100%股权，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邱建民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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