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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64                            证券简称：宁波东力                            公告编号：2017-009 

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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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无异议声明 

全体董事亲自出席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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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东力 股票代码 002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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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晓忠 曹美萍 

办公地址 宁波市江北区银海路 1 号 宁波市江北区银海路 1 号 

电话 0574-87587000 0574-88398877 

电子信箱 dm@donly.com.cn jessica_cao@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是齿轮箱、电机、门控系统等通用设备的制造、加工和销售。 

    （一）齿轮箱：公司建有省级高新技术研发中心，作为组长单位负责起草了《中国齿轮行业中小功率

工业通用减速箱》系列标准。产品包括标准齿轮箱、专用齿轮箱、非标齿轮箱，产品规格涵盖0.12kw微型

齿轮箱到10000kw大功率重载齿轮箱，产品广泛应用于冶金、港口、矿山、水利、电力、石化、建材、轻

工、环保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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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电机：公司负责起草了《高频率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YCJ系列齿轮减速三相异步电动

机技术条件》、《电动机系列节能改造规范》等行业标准。产品包括标准系列电机和高效电机，产品广泛应

用于冶金、建筑、矿山、化工、环保、交通运输等行业。 

    （三）门控系统：公司是一家从事自动化控制装置、自动感应门研发、制造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

是国内自动门业的先驱者，国家住建部行业标准《医用推拉式自动门》的唯一主编单位。产品包括手术室

自动门、通道自动门、防辐射自动门、病房自动门、紧急疏散门、自动重叠门、过道门等自动化控制装置，

产品广泛应用于医院、药厂、银行、宾馆、写字楼、家庭用房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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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514,844,263.83 501,151,616.68 2.73% 507,951,586.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567,172.89 11,152,624.97 3.72% 23,848,709.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98,034.09 -197,472.77 2,681.64% -23,669,048.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6,919,578.30 63,182,787.35 148.36% 37,644,149.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3 0.00% 0.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3 0.00% 0.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7% 1.02% 增加 0.05 个百分点 2.17%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1,718,831,356.39 1,825,549,634.88 -5.85% 1,833,676,478.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90,786,188.35 1,079,219,015.46 1.07% 1,112,628,890.4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05,459,942.06 133,581,940.47 127,073,438.08 148,728,943.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83,138.88 5,265,088.98 1,878,527.18 6,506,695.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51,621.95 3,137,878.63 1,207,189.14 3,504,588.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63,769.67 19,913,016.80 31,329,993.91 95,812,79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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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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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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5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7,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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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08% 138,500,000  质押 138,500,000 

宋济隆 境内自然人 5.97% 26,591,000 16,125,000 质押 16,000,000 

许丽萍 境内自然人 4.54% 20,250,300 15,187,725   

宁波维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1% 7,633,000    

宁波德斯瑞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2% 4,973,39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外延增长主题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5% 4,657,926    

许冰云 境内自然人 0.60% 2,663,300    

林道静 境内自然人 0.46% 2,050,010    

钱静光 境内自然人 0.35% 1,545,138    

马  峰 境内自然人 0.34% 1,500,00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宋济隆和许丽萍夫妇各持有公司控股股东东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0%和 30%的股权，该三位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是一致行动人，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林道静通过证券公司信用交易担保证券帐户持有 2,050,010 股，实际

持有 2,050,010 股。 

其他 
宋济隆通过普通证券帐户持有 21,500,000 股外，还通过中融基金－海

通证券－宋济隆持有 5,091,000 股，合计持有 26,591,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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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6年，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国内宏观经济处于L型的新常态，实体经济乍暖还寒。报告期内，公司根

据年初制定的“拓展市场、降本增效、产业重组”的工作方针，大力拓展市场，强化成本控制，实施资本

并购。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2016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73%；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56.7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7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691.9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48.36%。回顾2016年工作，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大力开拓市场，销售形势向好。子公司东力传动在立足稳固冶金市场的基础上，调整资源配置，取得

合同订单5.57亿元，同比增长7.23%；大力开拓非冶金市场，非冶金市场订单比重提高8.6个百分点；子公

司欧尼克公司取得合同订单1.08亿元，同比增长29.71%，医用门市场进一步拓展；加大资金回笼力度，应

收账款和应收票据余额减少8,979万元。 

狠抓技术创新，发挥引领作用。设计开发了中扭矩同向平行双螺杆挤出机齿轮箱、拉丝机专用减速机、

密炼机专用齿轮箱、膨化机螺杆专用挤出机减速机、DM3系列电机等产品；净化区域手动门进行产品改进。

新获专利授权7项，其中发明专利2项；承担宁波市重大科技专项“高扭矩单螺杆挤出机减速机的研发与产

业化”研发工作，完成江北区工业攻关项目“输送机驱动装置集成化研究”开发；子公司东力传动荣获2016

年度区长质量奖，被评为宁波市级企业（工程）技术中心。 

加强企业管理，积极降本增效。CTPM精益革新项目全面推进，充分发挥员工主观能动性，将精益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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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管理向各车间班组进行推广；ERP信息化项目成功上线运营，实现流程固化、信息共享、效率提升；

引进阿米巴管理模式，子公司东力传动组织架构调整为独立核算的事业部制，在货期、效率、成本控制等

方面实施管理控制导入。对原材料科学预判和合理备库，在原材料大幅上涨的环境下，铸件、锻件、焊接

件等主料采购价比上年下降；优化减速机设计，推行新型绕组；严格控制期间费用支出，其中财务费用减

少18.54%。 

积极推进资产重组。公司实施重大重组，拟收购一家供应链服务商。公司于 2016 年12月12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草案》等相关议案。12月28日，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重组草

案及相关议案。2017年1月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63924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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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齿轮箱 365,202,009.47 77,530,149.52 21.23% -5.75% -15.43% -2.43% 

电  机 28,545,188.59 9,197,645.51 32.22% 34.16% 21.47% -3.37% 

门控系统 87,067,668.62 38,044,512.80 43.70% 254.26% 274.69%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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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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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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6年2月，设立邯郸市东力传动设备服务有限公司，从2016年2月开始，邯郸市东力传动设备服务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

表范围。 

(2)2016年9月，注销宁波东力重工有限公司，从2016年9月开始，宁波东力重工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宋济隆 

二0一七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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