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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80                           证券简称：德恩精工                           公告编号：2020-010 

四川德恩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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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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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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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 146,670,000 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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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恩精工 股票代码 300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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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龙德 任华军 

办公地址 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竹艺大道 8 号 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竹艺大道 8 号 

传真 028-38858588 028-38858588 

电话 028-38858588 028-38858588 

电子信箱 zhengquanbu@cpt-world.com zhengquanbu@cpt-world.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专业从事皮带轮、锥套等机械传动零部件及其配套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同时也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定制

化的非标机械零部件产品。公司生产的机械传动零部件是机械工业基础零部件，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三基”产业，公司产品

广泛应用于通用机械设备和专用机械设备制造业，如环保设备、中央空调、汽车、高档机床、石油机械、木工机械、农牧机

械、船舶和工程机械等行业。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公司已成为国内知名的皮带轮、锥套等机械传动零部件制造商，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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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最大的专业生产并出口欧、美、日等国家皮带轮、锥套等机械传动零部件制造商之一。 

公司是国内少数具备精密铸造、精密锻造、智能化加工、热表处理、装配包装一体化生产能力，采用智能工厂模式，大

规模应用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智能输送、智能仓库、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等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进行研发、设计、生产

和销售机械传动零部件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之一。公司目前已有3个生产基地，正在逐步增加生产过程中机器人智能制造单

元的开发与部署，为细分行业内率先进行产业升级换代、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应用平台进行智能化制造管理的公司之一。

公司产品共计销往40多个国家和地区、50多个行业，拥有3,000多家客户，公司在领导层的战略引领下，各项工作均在有序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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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166,804.76 535,625,097.46 -9.42% 445,617,25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435,257.05 78,345,283.68 -13.93% 49,605,623.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470,975.49 73,884,967.73 -19.51% 46,805,561.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065,560.59 107,330,343.52 -62.67% 45,587,418.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1 0.71 -28.17% 0.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1 0.71 -28.17% 0.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5% 15.90% -7.25% 11.97%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161,524,812.84 796,349,446.09 45.86% 741,019,751.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72,317,522.88 529,502,494.54 83.63% 461,741,79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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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664,410.09 131,137,863.74 113,210,946.25 116,153,58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088,422.59 23,791,425.66 19,338,972.51 11,216,436.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875,786.20 23,042,791.87 15,576,200.04 7,976,197.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32,523.63 7,385,089.10 18,908,026.93 10,039,92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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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7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14,918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0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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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优先股股东

总数 

月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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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永志  
境内自然

人 
19.33% 28,350,000 28,350,000   

雷永强 
境内自然

人 
19.33% 28,350,000 28,350,000   

王富民 
境内自然

人 
9.17% 13,450,000 13,450,000   

刘雨华 
境内自然

人 
7.64% 11,208,000 11,208,000   

李茂洪 
境内自然

人 
3.27% 4,792,000 4,792,000   

苟瑕鸿 
境内自然

人 
2.76% 4,050,000 4,050,000   

眉山有大股

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59% 3,800,000 3,800,000   

眉山黎明股

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59% 3,800,000 3,800,000   

汤秀清 
境内自然

人 
2.05% 3,000,000 3,000,000 质押 3,000,000 

刘骥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8% 1,730,000 1,73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公司股东雷永志先生与雷永强先生为一致行动人，雷永志先生和雷永强先生

为兄弟关系；刘雨华女士与李茂洪先生为夫妻关系；除此之外，公司及未知其他股东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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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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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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2019年度生产经营目标，开拓进取，全面发力，以“绿色、高效、创新”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稳订单、拓领域、控生产、抓管理、保质量，为全年目标任务的实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19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8,516.68万元，较上年度下降9.4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743.53万元，

较上年度下降13.93%，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非后净利润为5,947.10万元，较上年度下降19.51%。截止2019年12月31

日，公司总资产116,152.48万元，与期初相比增长45.8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97,231.75万元，与期初相

比增长8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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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行业-机械制 485,166,804.76 320,942,529.46 33.85% -9.42% -10.35%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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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  

分产品-皮带轮
  

296,352,167.08 192,139,263.28 35.17% -9.60% -10.16% 0.40% 

分产品-锥套 72,391,429.62 45,993,808.81 36.47% -18.07% -19.09% 0.80% 

分产品-其他 116,423,208.06 82,809,457.37 28.87% -2.53% -5.10% 1.93% 

分地区-境内 242,095,339.20 161,566,951.21 33.26% 1.98% -0.62% 1.75% 

分地区-境外 243,071,465.56 159,375,578.25 34.43% -18.49% -18.43%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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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

格式（2019版）的通知》 

财政部分别于2019年4月30日和2019年9月19日 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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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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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

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

款”列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

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列示；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

审批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

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

账款”，“应收票据”上年年

末余额 3,009,949.66 元， “应

收 账 款 ” 上年 年 末余 额

91,523,631.02 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

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

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上年年末余额

2,536,459.89 元， “应收账款”

上年年末余额 125,049,453.57

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

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四川德恩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

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账款”，“应付票据”上年年

末余额 0 元， “应付账款”

上年年末余额 71,586,366.98

元。 

“应付票据”上年年末余额 0

元，“应付账款”上年末余额

79,364,180.68 元。 

（2）在利润表中投资收益项下新增“其

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

认收益”项目。比较数据不调整。 

董事会

审批 

无影响 无影响 

（3）“其他应付款”项目，根据“应付

利息”“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

科目的期末余额合计数填列。其中的

“应付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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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的利息应包含在相应金融工具的账

面余额中。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

审批 

“应付利息”计入“短期借

款”。“短期借款”上年年末

余额增加 132,215.84 元，“其

他应付款”上年年末余额减

少 132,215.84 元。 

 

“应付利息”计入“短期借

款”。“短期借款”上年年末余

额增加 105,300.21 元，“其他

应付款”上年年末余额减少

105,300.21 元。 

 

（4）在利润表中新增“信用减值损失”

项目。比较数据不调整。 

董事会

审批 

“信用减值损失”本期金额

-1,476,633.75 元 

“信用减值损失”本期金额

203,447.56 元 

 

2）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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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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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

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

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本公司将因追

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 

以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

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1）将部分“应收款项”重分类

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债务工

具）” 

董事会审批 

应 收 票 据 ： 减 少

1,406,780.00 元； 

应 收 款 项 融 资 ： 增 加

1,406,780.00 元。 

 

应收票据：减少1,376,780.00

元； 

应 收 款 项 融 资 ： 增 加

1,376,7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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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2）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

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债务工具）”计提预期信用损失

准备。 

董事会审批 

留存收益：减少 295,765.39

元；应收票据：减少 0 元； 

应收账款：减少 189,655.72

元； 

其 他 应 收 款 ： 减 少

28,632.25 元；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

77,477.42 元。 

留存收益：减少 509,287.71

元； 

应收票据：减少 0 元 

应收账款：减少 675,919.86

元； 

其他应收款：增加 65,244.17

元； 

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

101,387.98 元。 

 

以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各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

按照修订前后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结果对比如下： 

合并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元）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元）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84,737,446.6

4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84,737,446.64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3,009,949.66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1,603,169.66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 
1,406,780.00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91,523,631.0

2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91,333,975.30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 
 

其他应收

款 
摊余成本 9,067,575.79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9,038,943.54 

母公司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元）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元）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56,894,147.1

2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56,894,147.12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2,536,459.89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1,159,679.89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 
1,376,780.00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125,049,453.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124,373,533.71 



四川德恩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8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57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 
 

其他应收

款 
摊余成本 

22,400,915.3

9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22,466,159.56 

 

3）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财会〔2019〕8

号），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

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财会〔2019〕9号），

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本

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执

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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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减少合并单位2家，原因系注销子公司四川德恩铸造有限责任公司、青神博凯工业皮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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