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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66                           证券简称：德联集团                           公告编号：2022-016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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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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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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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张 罗志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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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757-63220234 0757-63220234 

电话 0757-63220244 0757-63220244 

电子信箱 peach@delian.cn jer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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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销售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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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汽车精细化学品业务领域：产品种类包括车用冷却液、制动液、胶粘剂、发动机润滑油、动力

转向油、自动变速箱油、燃油添加剂、玻璃清洗液、催化剂等汽车精细化学品。该项业务为公司主营业务，

经营模式为向汽车整车厂及其销售公司直接供应产品。报告期内，德联集团的汽车厂业务继续稳步增长，

客户覆盖率及产品覆盖率持续提升，目前已拥有欧美系、日系及国内自主品牌主机厂客户共56家，销售渠

道稳定优质，具备良好的盈利性。同时，公司还覆盖传统汽车厂新能源业务以及新兴新能源汽车业务共26

家，尤其专注于新能源汽车趋势下的业务升级及细分品类扩张，以迎合未来新时代汽车发展方向。 

    （2）汽车售后市场业务领域：我国乘用车保有量已接近3亿辆，每年新增销售车辆约2,148万辆，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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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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德联出品、原厂同质”的理念，打造公司自主品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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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4,514,864,057.71 4,174,052,835.82 8.16% 4,045,926,091.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351,994,770.63 3,186,516,790.13 5.19% 2,989,787,297.01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5,192,893,100.24 4,467,762,291.06 16.23% 3,850,912,775.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8,869,709.76 232,707,376.53 6.95% 218,457,71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5,395,315.99 210,665,048.82 11.74% 209,700,426.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761,908.69 287,089,416.15 -124.30% 98,181,587.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 0.31 6.45% 0.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 0.31 6.45% 0.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61% 7.54% 0.07% 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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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3,389,393.21 1,345,743,621.43 1,184,113,613.76 1,569,646,471.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790,648.86 76,304,821.24 51,096,089.05 66,678,150.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3,501,640.91 71,899,819.91 50,323,751.10 59,670,104.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6,565,513.23 124,402,113.65 45,001,375.06 -92,599,88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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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4,69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5,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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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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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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徐团华 境内自然人 37.35% 281,720,936 212,378,202   

徐庆芳 境内自然人 13.45% 101,450,336 76,087,752 质押 23,000,000 

徐咸大 境内自然人 2.78% 20,996,192 15,747,144   

上海衡平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5% 4,887,400 0   

UBS AG 境外法人 0.34% 2,538,890 0   

中国国际金融

香港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客

户资金 2 

境外法人 0.31% 2,328,861 0   

徐光昶 境内自然人 0.30% 2,248,000 0   

于方 境内自然人 0.27% 2,043,900 0   

赵振和 境内自然人 0.27% 2,034,600 0   

李吉远 境内自然人 0.21% 1,61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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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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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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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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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公司经营情况概述 

面对汽车行业芯片短缺、原材料价格持续高位、运营成本不断上涨、国际运输到货周期延长等供给端

紧张的不利因素影响，公司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迎难而上，主动作为，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继续保持

营业收入及利润双增长，营业收入创历史新高。全年呈现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发展韧性和

发展动力。  

2021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192,893,100.24元，与去年同比增长16.23%，实现利润总额301,778,616.86

元，与去年同比增长 5.7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48,869,709.76元，与去年同比增长6.95%；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35,395,315.99元，与去年同比增长11.74%。 

（1）聚焦汽车精细化学品业务，客户覆盖率及产品渗透率持续提升； 

OEM及OES市场业务持续扩大： 

豪华车客户产品认证及渗透率持续提升。机油获得奔驰、宝马产品认证，其中奔驰实现电池结构胶供

应；宝马实现结构胶、发泡胶、制动液、制冷剂等产品供应；T客户、沃尔沃制动液、玻璃胶、玻璃水等

业务持续稳健增长。 

国产自主品牌客户业务增长明显。太阳膜产品获得比亚迪认证及定点，公司供应冷却液、制动液，动

力转向油、玻璃水、齿轮油、太阳膜、催化剂等业务同比大幅提升；机油、制动液产品获得长安福特认证

及独家供应资格，制动液、动力转向油业务增长加速；自动变速箱油实现上汽大通定点供应；水性可喷涂

阻尼材料（LASD）、密封胶等产品获得一汽红旗认证，并实现冷却液、制动液、密封胶、结构胶、折边

胶、冷媒、玻璃水、风窗清洗剂等产品的供应；酒精、减速器润滑油实现一汽奔腾供应；冷却液、制动液、

玻璃水获得长城汽车定点供应；长安汽车、上汽乘用车、广汽乘用车、吉利汽车、领克等客户冷却液、制

动液、玻璃水等业务稳步提升。 

合资品牌客户方面，密封胶、水性可喷涂阻尼材料（LASD）、机油等产品获得一汽大众认证、实现

太阳膜供应；上汽通用实现玻璃胶、油漆粗密封胶定点，电池盒密封胶、补强片供应；上汽通用五菱催化

剂业务持续增长；一汽马自达、广汽丰田、一汽丰田实现制动液供应；玻璃水获得广汽菲亚特、东风日产

产品认证；上汽大众制冷剂、冷却液、玻璃水、制动液、密封胶、雨刷精等业务稳定。 

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力及抗风险能力增强。公司始终坚持客户导向，主动市场营销策略，继续发挥销

售引领作用，提升市场敏感度，新能源汽车业务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广汽埃安冷却液、制动液、玻璃

水、结构胶产品大幅增长，并获得玻璃胶、密封胶定点供应；结构胶、制动液、制冷剂、玻璃水实现小鹏

汽车定点供应；玻璃胶、密封胶、焊丝等产品实现蔚来汽车定点供应；制动液实现威马汽车定点供应；制

动液、润滑油等产品实现智己汽车定点供应。 

商用车业务覆盖主要客户包括中国重汽、郑州宇通、北奔汽车、江铃重汽、大运汽车、一汽重卡、一

汽解放、一汽锡柴、戴姆勒卡车、金龙客车；报告期内，公司获得的新产品认证及业务突破包括：密封胶、

水性可喷涂阻尼材料（LASD）、制冷剂、玻璃胶、燃料电池冷却液项目、高温漆、低温漆等产品获得中

国重汽认证及产品定点；丁基减震胶片获得一汽解放产品认证，玻璃胶、冷却液、制冷剂实现定点；玻璃

水、冷却液实现戴姆勒卡车定点供应；冷却液获得金龙客车产品认证。 

AM市场稳步提升： 

报告期内，汽车后市场业务开发空白区域服务商45家、集团客户3家。全品类产品销量同比均有提升，

其中机油销量同比提升33%，制冷剂销量同比提升140%，全年机油销量总占比76%。全年电商工作围绕京

东、天猫、德联小掌柜系统展开，在完成原始终端控价使命的前提下，逐步开始新媒体宣传，通过微店、

抖音的开发，用直播等方式提升德联品牌影响力。 

（2）研发创新和技术引领，坚持市场和产品导向的研发机制； 

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提升研发条件和产品研发能力，加大新产品开发力度，研发更多新产品。目前授

权发明专利21个；授权外观设计专利1个；授权实用新型专利102个，新增38项，授权计算机软件著作权25

个，新增8个；成功注册的有效商标达71个。子公司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4家，分别是长春德联、上海德联、

佛山德联、成都德联。国家级企业实验室2个，企业技术中心1个。2021年，公司研发费用投入总计

100,933,275.19元，同比增长20.15%，实现了密封胶、水性可喷涂阻尼材料（LASD）、新能源车用胶粘剂、

增韧胶、新能源用驱动电机及差速器油、点焊密封胶、减震胶、丁基胶带等产品的研发并已陆续获得诸多

客户认证。其中公司自主品牌——德联牌系列机油、水性可喷涂阻尼材料已取得大众全球产品认证，2022

年内可实现一汽大众长春、佛山、青岛工厂的全面产品供应。 

针对汽车后市场，开发完成德联新能源冷却液、科慕新型制冷剂产品R1234YF套包、ITW轮胎应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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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包、艾利系列车衣产品、L2000+蓝油系列产品、V系列及X系列SP全合成机油等系列新产品开发。 

同时，公司加快技术合作布局，与苏州大学签署《技术开发合同》，就汽车专用胶黏剂的研制进行委

托开发，为胶类产品的前沿项目布局作好研发储备。在现有合作伙伴德国巴斯夫、美国杜邦、美国陶氏、

科慕化学、瓦克化学、韩国尤尼科恩等之外继续拓展合作伙伴，与ITW、3M 等国际著名企业建立紧密的

合作关系。 

（3）扩大产能、提高仓储能力； 

公司不断扩大主机厂、售后市场及零售市场产品线，致力于为中国汽车市场提供品类最齐全的产品线

和服务。OEM实现供应产品数量超900个，零售市场产品数量超310个。订单增长强劲，公司根据业务需求，

完成子公司佛山德联二期工厂扩建项目，增设建造全新产品生产线，包括密封胶、水性可喷涂阻尼材料

（LASD），不仅将显著提高公司的生产能力而且还为不断增长的新产品提供了更多的原材料和成品存储

空间。 

（4）持续完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建设，提高组织效能和价值创造能力； 

公司内部控制工作是对企业经营和管理的进一步规范和提升，一方面董事会加强了内部控制管理制度

的宣传和培训学习，提高管理层内部控制意识；一方面，建立健全完善的高质量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不断

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和经营业绩，为推动企业规范管理和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5）合规经营，谨记社会责任。 

2021年，公司荣获“广东省企业500强”、“佛山企业100强”、“佛山制造业100强”、“纳税超千万企业”、

“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单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标杆企业”、“质量管理成熟度3A级企业”、“细分行业龙头

企业”、“全国汽车后市场行业十大著名品牌”；子公司长春德联荣获“长春市百强企业”、“扶贫捐赠证书”；

子公司上海德联车护荣获“全国产品和服务质量诚信示范企业”、“全国润滑油行业质量领先企业”、“全国质

量检验稳定合格产品”、“全国消费者质量信得过产品”、“全国质量信誉保障产品”、第四届卡斯夫——匠心

中国领军品牌企业奖项等荣誉。积极支持郑州灾后重建，获得郑州市红十字会授予的“抗洪救灾捐赠证书”、

佛山市南海狮山镇人民政府颁发的“万企兴万村，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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