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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31                           证券简称：德尔未来                            公告编号：2020-20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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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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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以 2019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的总股本为

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0 元人民币（含税）；分配方案公告后至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

增发新股、可转债转股、股权激励行权、股权激励回购、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

原则调整分配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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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产品有：强化复合地板、实木复合地板、实木地板、密度板、定制衣柜、石墨烯及二维材料制备设

备、石墨烯导热材料及石墨烯空气净化宝等。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不断加强研发设计力量、加强质量控制、提高环保标准、完善营销网点建设、加大品牌宣传力度、扩

大产销规模等措施继续完善“聚焦大家居，培育新材料”的发展战略。 

  目前，地板产业深化落实新三年再创业的“318计划”，逐步推动地板产业由过去的产品供应商向地面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商

转型，继续通过内生发展的方式一方面升级木地板产品组合以满足终端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另一方面通过加大营销投入、扩

张品牌渠道等方式应对市场竞争。报告期内推出了“万象”、“视界Plus”、“奇遇”、“几何艺术”系列转向年轻化的新品。 

  定制家居产业战略规划由“全屋定制”到“小家居”再到“拎包入住”转变，以“轻资产化资本运作方式”不断整合行业

内优秀企业，逐渐形成“百得胜全屋定制”、“百得胜橱柜”、“百得胜实木”、“百得胜门窗”、“百得胜定制软体”五大定制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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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体系，拥有“广州+苏州+成都+天津”4大国内生产基地和5大展馆、10大工厂及“10大品类和10大空间”产品。并通过打

造“衣柜+橱柜+实木”产品铁三角，聚焦做好橱衣木产品，以强化百得胜品牌“环保+实木+小家居”市场核心竞争力。围

绕“以客户为中心”，优化服务体系。 

  在石墨烯新材料领域方面，报告期内，在知识产权方面，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烯成公司取得了“一种负载有纳米银的氟化

石墨烯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专利，该发明专利能在氟化石墨烯材料上负载纳米银，可以广泛用于杀菌、环保、生物制药等

领域。在技术转化方面，厦门烯成公司利用石墨烯体积小、高效吸热储热的性能研发了一款适合广泛人群的石墨烯恒温杯，

增强了公司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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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1,797,629,581.61 1,768,219,992.58 1.66% 1,600,287,780.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9,689,249.83 103,817,689.56 -23.24% 85,644,383.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974,600.89 89,385,100.97 -72.06% 84,175,613.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430,477.29 245,780,688.73 -72.16% 238,481,465.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6 -25.00% 0.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6 -25.00% 0.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2% 6.53% -2.01% 5.72%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3,383,999,635.99 2,571,712,118.63 31.59% 2,236,816,008.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42,766,135.12 1,659,112,110.70 11.07% 1,545,508,609.6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18,500,889.24 497,882,304.17 501,673,271.03 479,573,117.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4,235,154.34 36,783,073.84 28,957,491.07 -10,286,469.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923,845.88 34,028,793.65 28,883,095.15 -50,861,133.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2,187,297.76 77,284,705.90 28,274,701.81 65,058,36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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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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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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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47,61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4,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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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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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8% 5,221,992 2,262,000   

王丽荣 
境内自然

人 
0.60% 4,022,471    

刘树雄 
境内自然

人 
0.42% 2,803,321 700,000   

姚红鹏 
境内自然

人 
0.41% 2,7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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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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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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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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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9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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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不适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换

公司债券发行首日（2019 年 4 月 3 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

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

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报告期内计息日尚不满一年。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17日出具了《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2019年

跟踪评级报告》，跟踪评级结果：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公司发行的“未来转债”的债券信用

等级为AA-。上述跟踪信用评级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43.04% 31.86% 11.18%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5.75% 27.32% -11.57% 

利息保障倍数 4.64 141.31 -9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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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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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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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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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何艺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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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墨烯领域的专利储备方面，厦门烯成公司于2019年1月取得了一项“一种负载有纳米

银的氟化石墨烯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的专利。在石墨烯技术转化方面，厦门烯成公司于2019年12月研发出了一款适合广泛

人群的石墨烯恒温杯。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79,762.9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66%；营业利润11,629.8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5.19%；

利润总额12,104.2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4.3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968.9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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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地板类 781,475,455.78 78,528,178.34 31.27% 1.08% -34.87% -0.48% 

定制家居 913,083,064.36 26,548,589.04 29.34% 4.50% -69.93%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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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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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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

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

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

计》(财会【2017】9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

报》(财会【2017】14 号)，本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

新会计准则。根据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日执行

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 

2019 年 4 月 24 日，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 

说明 1 

根据《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9]6 号）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

通知》（财会[2019]16 号）要求，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项目分拆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利润表中，“研

发费用”项目除反映进行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化支出外，

还包括了原在“管理费用”项目中列示的自行开发无形资产的摊销，

本集团相应追溯调整了比较数据。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及公司净

利润和所有者权益无影响。 

此外，随本年新金融工具准则的执行，按照《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要求，“其

他应收款”项目中的“应收利息”改为仅反映相关金融工具已到期

可收取但于资产负债表日尚未收到的利息（基于实际利率法计提的

金融工具的利息包含在相应金融工具的账面余额中），“其他应付

款”项目中的“应付利息”改为仅反映相关金融工具已到期应支付

但于资产负债表日尚未支付的利息（基于实际利率法计提的金融工

具的利息包含在相应金融工具的账面余额中），参照新金融工具准

则的衔接规定不追溯调整比较数据。 

2019 年 8 月 29 日，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六次、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执

行。 

说明 2 

财政部 2019 年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分别要求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执行，对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前已经发生

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不需要追溯。 

 说明 3 

  说明1：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

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合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在金

融资产分类与计量方面，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基于其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及企业管理该等资产的业务模式分类为“以

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大类别。取消了贷款和应收款项、持有至到期投资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原分类。权益工具投资一般

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也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

计入当期损益。 

  金融资产减值方面，新金融工具准则有关减值的要求适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金融资产、应收账款以及特定未提用的贷款承诺。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采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以替代原先的已发生信用

损失模型，依据相关项目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是否显著增加，信用损失准备按12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或者整个存续期的预

期信用损失计提。对于应收账款采用简化方法，允许始终按照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确认减值准备。 

  本集团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自该日起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确认、计量和报告本集团的金

融工具，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详见本附注五、10。 

  执行日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集团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衔接调整，涉及

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集团不进行调整；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

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本集团采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替代原先的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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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信用损失模型计算了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累计影响数，与原确认的减值准备无重大差异。因此本集团认为新金融工

具准则对2019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无重大影响，对2019年度财务报表亦未产生重大影响。于2019年1月1日，

本集团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对财务报表的影响详见本附注五、32.（3）。 

  说明2：财政部于2019年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关于修订印

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本公司在编制本年度财务报表时，遵循了上述文件要求，并按

规定相应追溯调整了财务报表比较数据。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净利润和股东权益没有影响，2018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报表

项目和金额如下： 

  ①合并资产负债表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60,113,478.95 
应收票据 10,500,427.25 

应收账款 49,613,051.7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68,201,911.11 
应付票据 20,000.00 

应付账款 168,181,911.11 

其他流动负债 860,000.00 
递延收益 4,038,149.99 

递延收益 3,178,149.99 

  ②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4,406,125.75 
应收票据 8,900,427.25 

应收账款 25,505,698.5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46,810,737.26 
应付票据 0.00 

应付账款 146,810,737.26 

  说明3：财政部于2019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并分别要求自2019年6月10日、2019年6月17日起执行，对于2019年1月1日前已经发生的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不需要追溯。本集团2019年未发生重大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交易，该企业会计准则的

修订对本集团未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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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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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赫斯石墨烯科技（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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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百得胜全

屋整装家居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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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家子公司。与上年相比，本公司之子

公司苏州百得胜投资设立子公司广州百得胜智能家居有限公司，苏州百得胜之子公司百得胜全屋整装投资设立子公司惠州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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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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