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3819                                公司简称：神力股份 

 

 

 

 

 

 

 

 

 

 

 

 

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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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神力股份 603819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蒋国峰 鞠晓波 

电话 0519-88998758 0519-88998758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经开区兴东路289号 江苏省常州市经开区兴东路289号 

电子信箱 investor@czshenli.com investor@czshenli.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315,665,141.68 1,244,097,957.48 5.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722,611,330.84 779,652,023.47 -7.3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9,790,606.79 -43,175,230.32 不适用  

营业收入 558,099,290.94 439,657,877.37 26.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8,265,366.49 19,878,226.57 -8.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7,114,078.88 18,609,063.67 -8.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38 2.64 减少0.2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1 0.12 -8.3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1 0.12 -8.33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1,06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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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陈忠渭 境内自

然人 

42.35 71,328,600 71,328,600 质押 44,788,800 

常州长海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其他 6.06 10,206,000 10,206,000 质押 10,206,000 

苏州彭博创业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4.83 8,129,520 0 质押 4,466,000 

庞琴英 境内自

然人 

4.71 7,925,400 7,925,400 质押 7,925,400 

常州市中科江南股权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其他 3.62 6,097,140 0 无 0 

盐城市中科盐发创业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2.15 3,626,980 0 无 0 

宜兴中科金源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1.78 2,990,260 0 冻结 60,200 

常熟市中科虞山创业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1.21 2,032,380 0 无 0 

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其他 1.03 1,732,848 0 无 0 

余芳琴 境内自

然人 

0.75 1,264,76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陈忠渭、常州长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及庞琴英

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常州中科、盐城中科、宜兴中科、张家港中科、常

熟中科五位股东系合伙企业，其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其委

派代表均为中科招商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单祥

双，上述五位股东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苏州彭博有限合伙人之一朱晓静持有公司股份

0.60%，其侄朱贤系苏州彭博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欣昇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执行董事并作为执行事

务合伙人的委托代表，苏州彭博、朱晓静构成一致行动

人关系。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上半年，国内外经济环境复杂多变，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挑战仍然较大，供给侧改革

逐渐深化，市场竞争依旧激烈。面对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公司认真分析市场形势，按照年

度既定工作部署，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强化内部管理，加大营销力度，秉承工匠精神，不断提升

品牌和经营质量，助力公司平稳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秉承“产品要赢得用户信任，企业要赢得社会认可”这一宗旨，紧紧围

绕公司主业，狠抓合同质量、实物质量、服务质量、运营质量、工作质量等诸多方面的提升。公

司对外积极拓展市场，进一步扩大产品的市场份额，对内强化内部管理，通过不断强化制度建设

等基础管理，有效促进了公司的规范运营，为公司下一步的发展打好坚实基础。在全体员工的共

同努力下，公司被多家客户评为质量优秀供应商和长期合作伙伴。 

报告期内，为提升公司市场形象，充分维护公司和投资者利益，稳定投资者预期，增强市场

信心，推动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回归，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在综合考虑公司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的盈利能力的情况下，公司稳步推进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

股份回购并用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此举有利于稳定核心员工团队并提升员工的积极

性，与企业一起共享经营发展带来的成果。 

报告期内，公司募投项目“高端电机定转子冲片和铁芯生产基地项目”实现竣工验收并顺利

结项。生产基地的落成将促进公司后续的业务经营和战略发展。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

项目名称和金额)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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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企

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本公

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前述准则，并根

据前述准则关于衔接的规定，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对财务报表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根据“预期信用损失

法”对金融工具的减值情

况进行了评估，经本公司

评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

求下的预期信用损失法对

本年合并及公司财务报表

所列示的金额或披露并无

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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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相应调整。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下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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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公司执行该准则在本报

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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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公司执行该准则在本报

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公司根据《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要求，编制 2019 年半年

度财务报表，对财务报表部分项目进行列报调整，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

作相应调整。具体如下：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原列报项目“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分别计入“应收票据”项目和“应收账款”项目； 

原列报项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分别计入“应付票据”项目和“应付账款”项目。 

对 2018 年末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影响如下： 

影响报表科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应收票据及应 308,679,687.23  301,061,576.26  



收账款 

应收票据  47,644,393.48  43,284,357.48 

应收账款  261,035,293.75  257,777,218.78 

应付票据及应

付账款 
95,475,723.48  91,065,566.60  

应付票据  55,000,000.00  55,000,000.00 

应付账款  40,475,723.48  36,065,566.60 

2.利润表项目 

从“管理费用”项目中分拆出“研发费用”项目。将原列报项目“资产减值损失”分别计入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项目和“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项目。 

对 2018 年 1-6 月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影响如下： 

影响报表科目 
合并利润表 母公司利润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管理费用 18,152,603.91 15,779,161 .94 16,821,509.34 14,448,067.37 

研发费用  2,373,441.97  2,373,441.97 

资产减值损失 2,630,549.84  2,563,551.61  

资产减值损失（损

失以“-”号填列） 
 -2,630,549.84  -2,563,551.61 

信用减值损失（损

失以“-”号填列） 
    

公司按照财会〔2019〕6 号要求编制财务报表，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项目填列口径产生

影响，对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财务指标不产生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