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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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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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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尔未来 股票代码 00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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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霞 尤晓英 

办公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开平路3333号德尔

广场 B 栋 25 楼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开平路 3333号德尔

广场 B 栋 25 楼 

电话 0512-63537615 0512-63537615 

电子信箱 zbhexia@der.com.cn zbyouxy@de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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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6,383,193.41 786,688,910.31 3.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1,018,228.18 81,708,287.14 -25.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6,952,639.53 80,185,345.75 -41.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902,591.86 5,225,700.03 -576.5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3 -30.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3 -30.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6% 5.16%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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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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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0,566,551.05 2,571,712,118.63 24.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01,679,023.24 1,659,112,110.70 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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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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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尔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3.33% 356,831,040  质押 156,978,947 

王沫 境内自然人 9.21% 61,616,230  质押 12,000,000 

张健 境内自然人 0.72% 4,784,332 3,162,000   

王丽荣 境内自然人 0.60% 3,999,171    

刘树雄 境内自然人 0.47% 3,153,321 1,000,000   

姚红鹏 境内自然人 0.47% 3,145,000 2,358,750   

朱巧林 境内自然人 0.25% 1,700,000    

张立新 境内自然人 0.25% 1,676,000 1,382,000   

王梅梅 境内自然人 0.24% 1,587,343    

汝继勇 境内自然人 0.21% 1,419,772 1,064,82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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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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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德尔未来科技

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9 年可转

换公司债券 

未来转债 128063 2025 年 04 月 03 日 63,000 

第一年：0.50% 

第二年：0.70% 

第三年：1.50% 

第四年：2.50% 

第五年：3.50% 

第六年：4.0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40.72% 31.86% 8.86%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7.02 701.39 -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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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继续坚持积极稳健的经营策略，持续优化产品结构，不断推进研发和业务模式创新，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

和市场地位。报告期内公司进行了一系列的产业优化与布局： 

  1、在大家居产业方面 

  为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增强公司盈利能力，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54号）的核准，公司于2019年4月3日公开发行了63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

券，发行价格为每张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3,000万元，用于提升公司地板及定制家居的市场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在科技研发、创新营销、产业布局等方面加大投入。在地板产业方面，公司主动进攻，培育“九新竞

争力”，即新战略、新模式、新组织、新形象、新产品、新营销、新渠道、新制造、新服务。2019年5月德尔地板结合自身发

展的战略需求在印尼加里曼丹省设立Der德尔林木加工及实木复合地板全球供应（印尼）基地；多元化营销模式提升“新零

售”产业，在2019中国建博会上，德尔地板开启崭新玩法，采用直播形式，同时利用年轻人喜爱的抖音与双微平台，迎合年

轻人不墨守成规，个性鲜明的特点，突出德尔地板的环保品质和不拘一格的潮流美学，传播“一面环保，一面时尚”的产品

理念，并推出迎合市场的“万象”、“视界Plus”、“奇遇”系列新品。 

在定制家居产业方面，公司通过强效能、强产品、强服务，构建无醛空间环保体系，逐步实现全品类全空间产品一体化大融

合。报告期内，百得胜发布了“无醛空间”环保战略，并创新推出了无醛实木多层板及无醛新一代“无醛石木烯板”环保新

品；为顺应行业空间化定制趋势，围绕“卖好无醛、卖好空间、做好全屋定制”，推出了无醛空间系列新品环保套餐；基于

未来80、90后市场主力消费群一站式拎包入住的需求，整合发挥百得胜小家居现有资源优势，创新推出“拎包入住”新零售

模式；为深耕实现百得胜小家居多品类大融合，构建“柜、门、墙、窗、线”全屋空间体系化产品矩阵，百得胜创新推出了

小家居背景墙新品。 

  2、在新兴产业方面 

  在石墨烯新材料领域方面，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烯成公司不断完善在石墨烯领域的专利储备，积极利用自身在石墨烯领域

的技术研发优势，向石墨烯下游应用领域拓展。为实施新材料产业战略布局，提升公司在新材料领域的核心竞争力，烯成石

墨烯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Noveselov Konstantin Sergeevichv）博士及其团队共同投资设立了厦门英烯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1,638.3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77%；营业利润6,459.5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7.25%；

利润总额6,815.6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5.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101.8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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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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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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四川德尔新材料有限公司、四川德尔地板有限公司、辽宁德尔新材料有限公司、辽宁德尔地

板有限公司、苏州德尔地板服务有限公司、苏州德尔智能互联家居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苏州德尔石墨烯产业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厦门烯成石墨烯科技有限公司、苏州百得胜智能家居有限公司、苏州韩居实木定制家居有限公司、苏州百

得胜智能橱柜有限公司、苏州柏尔恒温科技有限公司、苏州雅露斯智能家居有限公司等33家子公司。与上年相比，本年新设

控股曾孙公司惠州帝沃力智能家居有限公司。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汝继勇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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