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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92                            证券简称：科力尔                            公告编号：2019-040 

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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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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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力尔 股票代码 002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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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伟 肖仙跃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9 栋 B3

座 5 楼科力尔运营中心 

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9 栋 B3

座 5 楼科力尔运营中心 

电话 0755-81958899-8136 0755-81958899-8136 

电子信箱 stock@kelimotor.com stock@kelimotor.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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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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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399,074,541.89 317,354,505.53 317,354,505.53 25.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2,987,768.76 26,678,285.54 26,678,285.54 6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7,871,216.71 20,781,890.73 20,781,890.73 82.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141,083.25 28,747,500.60 28,747,500.60 -22.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25 0.1877 0.1877 61.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25 0.1877 0.1877 61.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4% 4.64% 4.64% 2.0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791,233,243.11 747,918,909.23 747,918,909.23 5.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39,566,457.04 625,838,688.28 625,838,688.28 2.19%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的要求，资产负债表中，应

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款账”项目，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

账款”项目。本公司在编制 2019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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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没有影响。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58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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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葆生 境内自然人 28.92% 41,106,000 41,106,000   

聂鹏举 境内自然人 24.41% 34,695,300 34,695,300   

永州市科旺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7.18% 10,200,000 10,200,000   

唐毅 境内自然人 2.51% 3,570,000 3,570,000   

刘中国 境内自然人 2.15% 3,060,000 3,060,000   

李伟 境内自然人 1.44% 2,040,000 2,040,000   

蔡秋美 境内自然人 1.31% 1,868,449    

刘宏良 境内自然人 1.16% 1,649,000    

宋建波 境内自然人 1.12% 1,587,000    

黄国飞 境内自然人 0.82% 1,168,75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聂葆生与聂鹏举为父子关系，两人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聂葆生为永州科旺的普通

合伙人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职务，并通过永州科旺间接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

股东外，公司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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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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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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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基本面继续保持稳健的态势，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同时，当前国

内外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经济面临新的下行压力。面对新形势、新机遇和新挑战，公司紧紧围

绕年度经营目标，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坚持稳健科学发展的经营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以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为导向，

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加大市场开拓力度，提升科力尔品牌核心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稳步推进，企业管理不断

加强，财务状况保持稳健，可持续发展能力得以巩固和增强。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9,907.4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7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298.7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1.13%，业绩良好。 

公司产品定位于全球中高端市场，主要为全球知名家电生产企业提供配套电机产品。主要产品系单相罩极电机，其产销

量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是全球同类产品的主要制造商之一，有较强的市场影响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出口销售收入27,976.64万元，同比增长32.05%。同时，公司各类电机产量和销量稳步提升，单相

罩极电机（含贯流风机）销售收入达到27,884.66万元，同比增长20.86%，串激电机销售收入达到9,141.92万元，同比增长

39.19%，步进电机、直流无刷电机、伺服电机等产品销量也快速增长，同比增长78.08%，销售收入稳步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坚持市场为导向，加强与核心客户的深度合作，在保持外销市场稳步增长的基础上，重点开拓国内

市场。为增加公司新产品新技术的储备，公司持续加大产品研发投入，成功开发一系列新产品。直流无刷电机、伺服电机等

全新产品已迅速投入市场，进一步提升公司市场份额，继续保持公司在罩极电机的行业领先地位。同时，串激电机在小家电

市场的强劲增长，步进电机在3D打印机市场的拓展，伺服电机进入机器人和工业自动化市场，对公司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

义。 

报告期内，公司着力提质增效，大力推动自动化升级，启动精益化生产与MES信息化建设。通过高速冲四排模、压铸

液压模推广，转子自动化生产、支架自动化生产和线包总装连续流生产等精益化项目的实施，持续深化制造水平升级，有效

提升了公司产能、改善产品品质，公司的基础管理进一步增强。公司目前微特电机年生产能力超过4,500万台，公司凭借规

模效应和良好的成本管控能力，使得公司产品具有较大的成本优势，并能够满足市场快速变化的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伺服电机在自动化设备、工业机器人和3C市场批量投入应用。随着公司伺服电机在机器人和工业自动

化市场的推广和品牌影响力的扩大，以及国内机器人和工业自动化行业的快速发展，伺服电机市场广阔，为公司带来更大的

发展机遇，将成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新的利润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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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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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的要求，资产负债表中，

应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款账”项目，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

付账款”项目。 

本公司在编制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表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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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变更对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没有影响。 

2、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财会〔2017〕

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

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

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

则。 

资产负债表中，增加“交易性金融资产”项目、“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债权投资”项目、“其他债权投资”项目、“其他权益

工具投资”项目、“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项目、“交易性金融负债”项目、“衍生金融负债”项目，利润表中，增加“信用减值损

失”项目、“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项目、“净敞口套期收益”项目。 

经本公司2019年4月2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开始

执行前述新金融工具准则。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所有已确认金融资产，其后续均按摊余成本或公允价值计量。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以本公司

该日既有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以金融资产初始确认时的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该金融资产上的

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分为三类：按摊余成本计量、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及按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其中，对于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投资，当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

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将从其他综合收益转入留存收益，不计入当期损益。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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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租赁应收款、合同资产及财务担保合同计提减值准备并确认信用减值损失。 

本公司追溯应用新金融工具准则，但对于分类和计量（含减值）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不一致的，

本公司选择不进行重述。因此，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本公司调整2019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以及财

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不一致的，本公司的财务报表未予重述。 

    本公司在日常资金管理中将部分特定客户的应收款项通过无追索权保理进行出售，针对该部分特定客户的应收款

项，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又以出售金融资产为目标，因此，本公司在2019年1月1日及以后将该等特定客户的应收款项重分

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金融资产类别，列报为应收款项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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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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