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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76                            证券简称：通达动力                          公告编号：2019-021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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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达动力 股票代码 002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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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欣 朱维维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四安镇兴石路 58 号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四安镇兴石路 58 号 

电话 0513-86213861 0513-86213861 

电子信箱 tongda@tdchina.com tongda@tdch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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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40,298,440.83 544,973,104.96 17.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050,042.58 9,347,307.94 6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3,553,502.96 7,901,790.55 7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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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6,235,310.05 28,345,400.84 168.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12 0.0566 61.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12 0.0566 61.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2% 1.09% 0.6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194,083,103.95 1,124,323,829.47 6.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77,797,757.45 871,002,714.87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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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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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鑫达瑞明

企业管理咨询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0.27% 49,979,000  质押 29,700,000 

羌志培 境内自然人 4.61% 7,617,048    

王岳 境内自然人 3.63% 5,993,413    

姜客宇 境内自然人 2.03% 3,349,977    

侯小平 境内自然人 0.79% 1,300,670    

汤碧莲 境内自然人 0.72% 1,183,400    

余艺聪 境内自然人 0.68% 1,115,300    

刘娜 境内自然人 0.60% 988,000    

言骅 境内自然人 0.55% 912,995 684,746   

李康宁 境内自然人 0.54% 890,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天津鑫达瑞明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为公司控股股东，羌志

培、王岳、言骅为公司发起人股东；上述四名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知

上述四名股东以外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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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股东天津鑫达瑞明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 19,830,0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0,149,000 股； 

2、股东侯小平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300,670 股； 

3、股东余艺聪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115,300 股； 

4、股东王清池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856,1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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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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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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受国际贸易战影响，工业电机的出口订单受到一定程度影响。目前，因国家风电政策重新规划布局，国内风电市

场饱和度较高。出口风电比例也得到大幅度的提升，总体出口同比上涨。同时新能源市场份额不断增加，伺服电机市场得到

重大突破，公司产品结构发生较大调整。 

对外，公司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积极调整营销策略，向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伺服电机、高效电机领域发展，与国内

外主流电机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以大部件全供应链为导向增强客户粘性，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提升企业在行业中的影

响力；对内，公司内部不断提升科研和创新能力，通过模具、工艺、自动化辅助、管理创新等多维度创新，实施符合通达发

展的、高效的运营模式，为客户提供从模具到定转子铁芯加工再到电机定转子制造等全方位配套服务，强化内部管控，提升

公司整体管理水平。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40亿元，同比增加17.4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05万元，同比增加

61.01%。 

公司在定转子业务本部持续执行“市场国际化、管理信息化、生产自动化”三大发展战略，提升技术等软实力的同时，为

缓解传统产业经营压力做出了积极贡献： 

（1）市场发展方面：通过近年来多方的努力和战略性规划，营销市场已形成工业高效电机、新能源汽车电机和风电市

场稳健发展的良好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客户近年取得突破性进展，自2017年成功开发国内具代表性的新能源汽车客户，标

志着通达公司已经从提供电机铁芯的整车制造厂商二级供应商成为一级供应商。 

（2）质量技术方面：①通过模具的改良优化生产工艺，提升生产效率；②加速自动化推广和迭代，目前公司部分工序

的自动化设备已实现广泛应用，大大提升了原材料使用率、质量稳定性，整体生产效率也得到了提升。 

（3）内部管理方面：人力资源管理，通过人员供求预测与供求平衡分析，通过多渠道招聘方式，适时进行人员补充，

保证生产和公司运营所需人员供给；主动关注管理团队人才梯队储备，组织落实储备干部培养计划，给团队注入了活力和新

鲜血液。资金管理与财务风险管控，通过专业的财务管理，保证了公司的资金高效利用率，规范了财务运作。 

公司董事会严格执行上市公司的有关法律法规，全面落实股东大会决议，认真履行各项职责，积极发挥董事会的作用，

促进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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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①2019年4月30日，国家财政部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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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号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公司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

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按照财会[2019]6号的规定编制执行。   

②财政部于2017年陆续修订并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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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等四项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

自2018年1月1日起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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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自2019年1月1日起在其他境内上市企业施行。   

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及执行期限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 

①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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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进行了修订，主要调整情况如下： 

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二个项目； 资产负债

表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二个项目； 资产负债表增加“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款项融资”“债权投资”“其他债权投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减

少“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长期应付职工薪酬”项目。  

利润表：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利润表增加“以摊余

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号填列）”、“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信用减值损

失（损失以“-”号填列）”项目。  

现金流量表：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

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径，“其他权益工具持

有者投入资本”项目，反映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该项目根据金融

工具类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

示产生影响，不影响相关财务指标。 

②公司执行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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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等四项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i.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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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ii.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修改为“预期损失法”，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

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iii.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iv.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v.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公司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

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

公司不对比较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2019年1月1日开始执行上述新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要求进行的变更，本次变更只涉及财务报表项目

的列报和调整，对公司以前年度及 2019 年度财务报告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净利润、股东权益均不产生重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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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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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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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魏少军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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