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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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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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80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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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大力德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董事会秘书

姓名

伍旭君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新兴产业集群区宗汉
街道新兴一路 185 号

电话

0574-63537088

电子信箱

china@zd-motor.com

002896

证券事务代表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从事机械传动与控制应用领域关键零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高新技术
企业，主要产品包括精密减速器、传动行星减速器、各类小型及微型减速电机等，为各类机
械设备提供安全、高效、精密的动力传动与控制应用解决方案。公司所处行业属于国家产业
政策鼓励的先进制造领域，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机器人、智能物流、新能源、工作母机等领

1

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域以及食品、包装、纺织、电子、医疗等专用机械设备。
自2006年8月设立以来，公司一直从事减速器、减速电机的生产和销售，并不断结合市场
需求，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加大研发投入，相继推出微型无刷直流减速电机、精密行星减
速器、滚筒电机、RV减速器、驱动器等新产品，实现产品结构升级。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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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599,051,534.99

498,115,395.59

20.26%

369,965,052.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876,241.72

59,842,413.73

21.78%

46,755,772.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7,898,575.39

56,198,398.19

3.03%

40,890,360.65

109,343,129.93

79,103,070.85

38.23%

82,029,936.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1

0.90

1.11%

0.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1

0.90

1.11%

0.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02%

16.21%

-3.19%

18.73%

营业收入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8 年末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936,660,545.38

781,174,956.21

19.90%

525,185,96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90,220,520.28

531,744,278.56

11.00%

273,068,279.9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11,115,909.26

166,851,914.09

162,664,299.84

158,419,41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668,694.71

23,399,305.40

23,434,229.26

13,511,204.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457,120.78

13,422,040.77

22,306,454.69

9,850,151.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94,197.28

23,321,747.15

20,589,795.47

61,537,39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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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12,404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10,338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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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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中大力德 境内非国有
投资有限公司 法人

27.79%

22,230,000

22,230,000 质押

中大（香港）投
境外法人
资有限公司

25.65%

20,520,000

20,520,000

宁波华慈蓝海
境内非国有
创业投资有限
法人
公司

7.48%

5,985,000

杭州联创永溢
创业投资合伙 境内非国有
企业（有限合 法人
伙）

6.13%

4,900,100

慈溪德立投资
境内非国有
管理合伙企业
法人
（有限合伙）

2.25%

1,800,000

1,800,000

慈溪德正投资
境内非国有
管理合伙企业
法人
（有限合伙）

1.50%

1,200,000

1,200,000

宁波芸芸投资
境内非国有
管理中心（有限
法人
合伙）

1.25%

9,975,000

李莉

境内自然人

0.35%

281,087

杨海珍

境内自然人

0.34%

270,400

黄芳

境内自然人

0.28%

221,300

数量
2,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除宁波华慈蓝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宁波华慈蓝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外，其他股东之
动的说明
间不存在公司已知的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李莉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281,087 股；黄芳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说明（如有）
20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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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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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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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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以来，面临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稳中向好的态势不断发展，制造业作为国
家经济的磐石，虽行业竞争激烈，但受益于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为制造业市场创造了广阔
发展的空间。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在管理层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仅仅围绕董事会
确定的方针政策和战略发展规划、经营目标，推动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优化完善业务结构、
加快技术创新和研发水平，企业总体稳步发展和前进，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99,051,534.99元，同比增长20.26%，实现营业
利润72,900,816.75元，同比增长7.96%。实现利润总额83,465,907.02元，同比增长19.61%。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3,013,433.80元，同比增长22.01%。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年初经营目标，重点做了以下工作：
1、技术研发部以产品的差异化作为公司的核心优势，公司坚持对小批量、多品种的差异
化研发，每年为客户量身定制近百项新产品，并针对公司在研新产品，做好内部和第三方检
测工作。同时对公司现有产品不断进行升级改造和优化完善，提高公司产品的核心竞争优势。
2、优化企业营销模式，完善企业服务质量。公司在广东、天津设立分公司，充分发挥地
域优势，提高为客户服务效率，保证服务的及时性。同时充分发挥线上销售的模式优点，多
渠道推广公司产品，多维度拓宽市场空间，将上下游产业链结成利益共同体。在客户开发策
略上，注重发挥公司的品牌和产品性能及价格优势，抓住关键少数，带动整个行业的上量。
如智能物流、电动叉车、清洁设备、机器人等行业知名的厂家都是公司的战略合作伙伴。通
过与行业知名及标杆厂家的合作形成示范和带动效应，提高了公司产品的竞争力和占有率。
3、2018年，公司在生产车间推行“经营体”管理模式的基础上，针对产品设立事业部门，
将生产、销售、技术工程师组成专门的部门团队，更好的针对产品进行内外部的衔接与交流，
从产品的设计前端，到生产中端，销售后端，服务尾端，一条龙跟踪，保证更加准确及时的
传达客户反馈和信息，无缝衔接导入市场机制，调动全员积极性，全员销售，全员服务。
4、为解决部门之间、岗位之间、白领和蓝领员工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公司着力实施人
才发展通道建设，先后制定实施了《员工职业发展实施方案》、《员工绩效等级评定办法》、
《蓝领人才技能等级评定办法》，根据公司的发展需要，结合员工个人的优势和性格特点，
帮助他们进行职业生涯规划，设计成长路径，通过明确职业发展方向和目标，使员工不管是
横向发展还是纵向提升，都为他们提供了机会和可能，与公司共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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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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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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减速电机

434,976,296.29

119,511,793.80

27.48%

18.23%

9.77%

-2.11%

减速器

150,539,611.09

58,288,527.05

38.72%

27.17%

21.92%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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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
因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法律法规修订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号，以下简称“新修订的财务报表格式”)。新修订的财务报表格式主要将资产负债表中的部分项目
合并列报，在利润表中将原“管理费用”中的研发费用分拆单独列示，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反映企业进行
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化支出。
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相关规定，对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
整法，2018年度比较财务报表已重新表述。对2017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相关损益项目的影响为增加“研发费
用”20,244,259.08元，减少“管理费用”20,244,259.08元；对2017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相关损益项目的影响为
增加“研发费用”20,244,259.08元，减少“管理费用”20,244,259.08元。
2)执行财政部发布的《关于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
财政部于2018年9月5日发布了《关于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以下简称《解
读》)。《解读》规定：企业作为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收到的
扣缴税款手续费，应作为其他与日常活动相关的项目在利润表的“其他收益”项目中填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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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列报。
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相关规定，对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
整法，2018年度比较财务报表已重新表述。对2017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相关损益项目的影响为增加“其他收
益”31,130.35元，减少“营业外收入”31,130.35元；对2017年度合并现金流量表无影响。对2017年度母公司财
务报表相关损益项目的影响为增加“其他收益”31,130.35元，减少“营业外收入”31,130.35元；对2017年度母
公司现金流量表无影响。

2．会计估计变更说明
本期公司无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5

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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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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