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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66                            证券简称：德联集团                            公告编号：2019-013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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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754,329,268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66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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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联集团 股票代码 002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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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公直 陶张 

办公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松岗虹岭二路

386 号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松岗虹岭二路

386 号 

电话 0757-63220244 0757-63220244 

电子信箱 liugongzhi@delian.cn peach@delian.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为“汽车精细化学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 汽车后市场服务”的二元发展模式，

其中，前者主要面向汽车整车厂进行产品的配套供应，后者则面向汽车售后市场，从而实现了汽车从出厂

到售后整个使用过程的服务全覆盖。 

（一）汽车精细化学品业务领域：产品种类包括车用防冻液、制动液、发动机润滑油、动力转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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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变速箱油、燃油添加剂、玻璃清洗液、胶粘剂等汽车精细化学品。该项业务为公司主业，经营模式为

向汽车整车厂直接供应产品。其中2018年新增了对拜腾汽车、威马汽车、奇点汽车、华冠汽车等多家新能

源汽车的供应。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成为50余家汽车整车厂的固定供应商，其中包括一汽大众、上汽大

众、上汽通用、华晨宝马、北京奔驰、比亚迪、长安福特、广汽集团等知名整车厂，充分表明公司销售渠

道稳定优质，具备良好的成长性与盈利性。 

 （二）汽车售后市场业务领域：我国乘用车保有量已超亿辆，每年新增销售车辆约2000万辆，每年的

维修保养费用形成了一个体量庞大的市场蓝海。公司以MB2B2C模式切入汽车售后市场，通过整合原厂

（MB）零配件优势资源，以互惠共赢机制并借助互联网手段建立和管理新型扁平化渠道（B）合作关系，

同时以崭新概念的“德联2S汽车服务旗舰店”（标杆示范性B端）标准体系建立德联全国性汽车终端服务连

锁网络，将优质产品、专业服务和汽车文化协同传递给广大车主客户（C），从而实现公司经济效益。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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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3,729,235,606.50 3,145,194,889.18 18.57% 2,370,560,030.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4,826,863.11 153,737,339.81 -5.80% 140,552,776.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1,642,813.18 138,883,474.13 9.19% 124,340,085.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057,351.03 -107,789,613.68 10.88% 183,663,936.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20 -5.00% 0.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20 -5.00% 0.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7% 5.49% -0.52% 5.22%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3,773,941,878.76 3,530,728,887.56 6.89% 3,386,902,013.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72,813,768.31 2,860,595,662.57 3.92% 2,742,869,551.4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99,562,082.64 1,053,192,698.15 894,744,560.32 1,081,736,26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034,681.43 38,646,407.68 35,393,620.93 49,752,15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901,993.13 37,123,584.10 31,276,513.12 63,340,722.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676,201.08 -85,273,411.85 -2,554,633.73 21,446,895.6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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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0,64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7,361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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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团华 境内自然人 37.54% 283,170,936 212,378,202   

徐庆芳 境内自然人 14.20% 107,105,636 80,329,227 质押 34,000,000 

徐咸大 境内自然人 2.78% 20,996,192 17,075,500   

上海衡平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5% 12,480,000 0   

中广核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9% 11,995,120 0   

罗甸 境内自然人 0.38% 2,837,441 0   

赵振和 境内自然人 0.36% 2,716,800 0   

于方 境内自然人 0.26% 1,979,226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23% 1,707,000 0   

郑荣 境内自然人 0.17% 1,306,2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徐咸大先生为徐团华先生和徐庆芳女士的父亲，三人合计持有 54.52%的股份，三人作为直系

亲属，且已书面声明为一致行动人。徐咸大先生任公司董事长，徐团华先生任公司副董事长、

总经理，徐庆芳女士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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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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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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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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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整体实现营业收入3,729,235,606.50元，与去年同比增长18.57%，实现利润总额

184,745,788.33 元，与去年同比增长6.5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4,826,863.11 元，与

去年同比下降5.8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51,642,813.18元，与去年

同比增长9.19%。 

主要业务经营情况: 

1、汽车主机厂业务   

2018年，汽车厂主机厂业务继续稳步增长，客户覆盖率及产品覆盖率持续提升。报告期内，公司成功

开拓了对长城汽车、拜腾汽车、威马汽车、奇点汽车、华冠汽车等多家传统汽车厂和新能源汽车厂客户。

截止2018年底，公司已拥有欧美、日系及国内自主品牌主机厂客户超过50家，同时还覆盖传统汽车厂新能

源业务以及新兴互联网汽车业务 24 家；此外，公司在维护现有合作伙伴及产品基础上继续扩大同合作伙

伴的合作、并增加合作产品，例如陶氏玻璃胶国产化等，以此共同促进业务增长。 

2、汽车后市场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汽车后市场业务营收达2亿元，超额完成既定任务目标，品牌市场知名度和区域市场

占有率进一步提升，业务已多渠道全方位下沉至三四线城市。截止至2018年12月31日，已覆盖超过500余

家区域营运服务商，超过11000家签约合作门店。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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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汽车精细化学品 2,739,676,743.44 2,279,189,889.02 16.81% 8.17% 10.03% -1.41% 

汽车销售与维修 766,659,135.94 713,331,577.35 6.96% 67.66% 76.30% -4.55%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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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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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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