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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60                           证券简称：*st 德奥                               公告编号：2022-038 

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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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德奥 股票代码 002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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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国辉  

办公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松岗松夏工业园工业

大道西 9 号 
 

传真 0757-88374990  

电话 0757-88374384  

电子信箱 dmb@deaga.net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从事电饭煲、电烤炉、电压力锅等厨房家用小电器产品及电磁灶、电磁蒸饭柜等零排放智能商用厨房设备的研发、

生产和营销服务的企业，其中小家电业务主要产品有七大系列：电饭煲系列、电烤炉系列、电煎板系列、电磁炉系列、空气

改善器系列、蒸汽熨斗系列、电压力锅系列。 

公司坚持“营销参与、技术创新、顾客增值、共同提高”的经营策略，在国际市场采用OEM/ODM/MDM模式，为国际知名品

牌商提供专业的营销、研发和生产一体化服务；在国内市场采用ESA模式授权代理品牌商产品，并以自主品牌“伊立浦”进行

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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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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7,243,329.46 910,562,438.48 -8.05% 588,014,671.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7,855,121.93 790,195,168.88 -80.02% 28,363,990.67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615,166,981.64 502,699,199.89 22.37% 467,769,887.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4,606,613.08 21,017,083.29 -3,071.90% 29,281,129.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1,219,429.27 -26,994,494.34 -274.96% 21,379,612.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827,692.41 -96,518,680.84 10.04% -18,319,443.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2 0.040 -2,900.00% 0.0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2 0.040 -2,900.00% 0.0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1.77% 9.32% -141.09% -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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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169,255.02 219,138,673.78 263,593,383.80 -25,734,33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364,180.95 -12,851,438.67 7,442,603.29 -608,833,596.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377,848.53 -13,190,880.76 -1,124,189.40 -76,526,510.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920,780.13 -37,117,141.37 -28,900,832.73 8,111,06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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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32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4,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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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迅图教

育科技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00% 111,384,000 111,384,000 冻结 30,98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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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梧桐翔

宇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74% 65,387,746  

质押 65,387,746 

冻结 65,387,746 

陈乙超 境内自然人 4.99% 27,800,000    

张宇 境内自然人 4.49% 25,000,000    

杨伟健 境内自然人 3.77% 21,000,000    

李劲 境内自然人 3.59% 20,000,000    

杨就妹 境内自然人 3.59% 20,000,000    

陈庆桃 境内自然人 2.35% 13,066,951    

张海鸣 境内自然人 2.15% 12,000,000    

胡桂兰 境内自然人 2.15% 12,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前十名股东中，迅图教育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一致行动人。杨伟健与杨

就妹系姑侄关系，除此以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

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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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要事项 

一、重大交易未能如期实施形成的应收款事项 

1、2020年9月8日德奥通航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关联方

签订产品销售及服务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德奥通航公司于2020年9月与深圳市中幼国际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幼国际）签订关于多维智能学习空间未来教室互动系统的产

品销售及服务合同，合同总价款99,000,000.00元，同年德奥通航公司与北京一数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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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以下简称北京一数）签订教学投影系统设备购销合同，合同总价款74,600,000.00元，并

预付了采购款48,490,000.00元。2020年北京一数交付了部分产品，德奥通航公司将其销售给

中幼国际并确认销售收入7,008,849.53元。2021年因北京一数提供的产品及服务存在质量问题

导致合同无法继续执行，德奥通航公司与北京一数解除了该采购合同。2021年12月31日德奥

通航公司应收中幼国际款项余额4,950,000.00元，应收北京一数款项余额42,546,200.00元，截

至报告日款项也未收回。 

2、德奥通航公司于2021年4月与苏州学力馆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家电销售合同，合同

价款8,864,410.00元，同年德奥通航公司与广州丰绩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丰绩）

签订采购合同，合同金额7,960,667.00元，并预付了采购款7,164,600.30元。2021年广州丰绩未

交付产品，截至报告日仍未交付。 

 

二、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一）违规担保事项尚未解除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包括德奥通航公司在内18名被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2022年1月30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粤01民初2011号《民事判决书》

文书，根据一审判决， 广州农商银行未尽审查义务，德奥通航公司 及另外两家上市公司对

于法定代表人的选任以及公章的管理不善，均存在过错，均应承担部分责任。在《差额补足

协议》无效情形下，德奥通航公司及另外两家上市公司分别在1,585,666,666.67元范围内对华

翔公司不能清偿涉案债务的二分之一部分承担赔偿责任。德奥通航公司已计提预计负债

528,555,555.56元，并已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截至报告日该案件二审尚未开庭审

理。 

（二）证监会立案调查事项 

德奥通航公司于2022年2月1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立案告知书》(证监立案

字0062022008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决定对公司立案，截至目前该立案调查尚

无最终结论。 

（三）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德奥通航公司于2022 年 2 月 7 日收到恢复上市保荐机构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发来的

《关于终止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恢复上市保荐的通知函》，因缺失推荐恢复上市保荐

机构，2022 年 2 月 14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出《关于不同意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恢复上市申请的决定》(深证上(2022)第 155 号)。2022年4月21日，深圳交易所上市委员会召

开终止上市听证会，2022年4月22日，决定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公司股票自2022年5月5日起进

入退市整理期，退市整理期届满的次一交易日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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