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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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铭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董事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个人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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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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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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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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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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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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经营模式
1、销售模式
“直销与经销相结合”的销售模式：公司产品属于通用设备，依靠公司自身力量，难以覆
盖众多下游行业和销售区域，与各行业、各区域经销商共同发展，是公司的合理选择。因此
公司国内、国际销售整体采用“直销与经销相结合”的模式。
2、采购模式
原材料采购是公司产品质量控制和成本控制的关键环节，公司采购部门在ISO9001质量规
范的框架下进行原材料采购。为确保生产稳定并有效控制采购成本，公司建立了合格供应商
制度，致力于将优秀供应商发展成为战略合作伙伴，确保供货质量和及时性。
公司通常与供应商签订年度框架合同，采购部门会向供应商询价和议价，综合考虑原材
料性能、服务、价格、付款方式等因素后，报请总经理办公会审批通过。在具体采购时，公
司根据生产计划和库存情况向供应商下达订单，供应商根据合同条款供货。
公司原材料主要包括减速器构件齿轮毛坯、齿轴毛坯、轴承、箱体、箱盖等，以及电机
构件漆包线、硅钢片、定子毛坯、转子毛坯、机壳、端盖等。公司原材料采购方式主要包括
大宗通用材料采购和定制件采购。大宗通用材料采购主要包括金属材料、标准件及辅料等，
定制件则根据公司图纸或技术要求进行整体采购。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库存管理制度，对原材
料实行最低库存制度，随时跟踪材料的入库和领用情况，及时了解存货的库存状况。
3、生产模式
（1）以销定产，保持合理库存的生产模式
公司一般按照“以销定产，保持合理库存”的原则进行生产。公司生产计划主要根据公司
前期销售记录、销售预测、库存商品的实际情况以及客户的年度需求编制。生产部门在执行
生产计划的过程中，与采购、质保、销售等部门保持沟通，衔接原材料采购、产品质检、产
品入库的相关工作，并根据销售情况及时调整备库安排。
对于常规通用的产品或半成品，如小型、微型减速电机产品以及减速器、电机等自制半
成品，通常保有一定数量的备库，既可以快速满足客户订单需求，保证供货及时性，同时也
可以调节公司生产节奏，避免订单量突然增加造成的压力。
（2）公司委托加工情况
① 委托加工总体情况
基于生产场地、产能限制及环保成本等因素的考虑，转子加工以及机壳、端盖、箱体、
箱盖等的喷漆喷塑工序采用委托加工方式进行，不存在核心技术的委托加工。
② 委托加工的必要性
公司产品的核心技术在于小模数齿轮硬齿面加工、精密行星齿轮的设计和加工、无刷直
流减速电机及控制技术、减速电机装配及测试技术等。转子、机壳、端盖、箱体、箱盖等作
为减速电机、减速器构成的机械件，公司将部分工序进行委托加工，有利于公司集中精力于
模型、控制系统和机械结构的研发和设计。转子加工、机械件的喷漆喷塑，均按照公司的工
艺技术进行加工，公司周边地区机械加工行业发达，受托从事机械加工已发展为成熟的商业
模式，公司不存在对外协厂商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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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委托加工的质量控制措施
公司委托加工按照ISO9001质量体系的要求实施，公司制订了一系列内部控制制度，对委
托加工业务的全过程进行了规范，确保委托加工业务的顺利实施和委托加工产品的质量控制。
报告期内，公司未因委托加工产品质量出现重大纠纷或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形。
4、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76,189,942.13元，同比增长12.88%，
实现营业利润58,073,695.19元，同比下降20.34%。实现利润总额 58,785,935.45元，同比下降
29.5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2,506,750.84元，同比下降27.95%。报告期公司
营业总收入实现增长，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有所下滑。2020
年，公司将继续坚持公司业务的拓展，加深市场产业链挖掘，抓住市场发展的契机，进一步
拓宽营销渠道，尽全力实现业绩的增长。
5、报告期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行业的地位，详见“第四节 九、
公司未来发展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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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2018 年

676,189,942.13

599,051,534.99

12.88%

498,115,395.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506,750.84

72,876,241.72

-27.95%

59,842,413.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6,424,353.52

57,898,575.39

-19.82%

56,198,398.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470,829.34

109,343,129.93

-9.03%

79,103,070.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6

0.91

-27.47%

0.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6

0.91

-27.47%

0.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2%

13.02%

-4.40%

16.21%

营业收入

2019 年末
资产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

2017 年末

1,016,840,569.88

936,660,545.38

8.56%

781,174,956.21

630,727,271.12

590,220,520.28

6.86%

531,744,278.5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57,981,496.49

163,452,077.94

166,093,787.01

188,662,580.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320,715.42

6,811,878.21

13,383,265.88

17,990,89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814,122.65

6,188,208.65

12,510,119.05

13,911,903.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178,602.19

18,539,968.80

2,026,989.29

51,725,26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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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80,000,00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0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9,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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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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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2,19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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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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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芸芸投资
境内非国有
管理中心（有限
法人
合伙）

1.25%

997,500

杨海珍

境内自然人

0.35%

283,300

金瑞芳

境内自然人

0.29%

230,891

慈溪市恒丰投 境内非国有
资有限公司
法人

0.25%

198,500

数量
5,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公司已知的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关系。
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黄芳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10,000 股；董卫平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说明（如有）
9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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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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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围绕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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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31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76,189,942.13元，同比增长12.88%，实现营业利
润58,073,695.19元，同比下降20.34%。实现利润总额58,785,935.45元，同比下降29.57%。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2,506,750.84元，同比下降2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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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美国设立子公司，加深拓展海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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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公司在生产车间推行“精益生产”模式，针对产品事业部，进行研发、生产、
工艺流程、销售服务全流程模式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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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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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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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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404,336.83

132,702,391.96

28.09%

8.60%

7.68%

0.61%

减速器

189,264,714.70

57,933,851.07

30.61%

25.72%

42.36%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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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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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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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准则以下统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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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报表格式要求变化
[注2]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 [注3]
会[2019]8号，以下简称“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 [注4]
[2019]9号，以下简称“新债务重组准则”)，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

[注1]新金融工具准则改变了原准则下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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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本公司考虑
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和自身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进行上述分类。权益类投资需按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但对非交易性权益类投资，在初始确认时可选择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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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综合收益，该等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累计利得或损失从其他综合收益转入留存收益，不计入当期损益。
新金融工具准则将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原准则下的“已发生损失模型”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适用
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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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财务担保合同。
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规定，对比较期间财务报表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
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调整情况详见本节3、4之说明。
[注2]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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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2019年新修订的财务报表格式”)。2019年新修订的财务报表格式将“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两个项目列报，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两个项目列报；增加对仅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报表项目的调整要求；补充“研发费用”核算
范围，明确“研发费用”项目还包括计入管理费用的自行开发无形资产的摊销；“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
项目中删除债务重组利得和损失。此外，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应收利息”、“应付利息”仅反映相关金融
工具已到期可收取但于资产负债表日尚未收到的利息，基于实际利率法计提的金融工具的利息应包含在相
应金融工具的账面余额中。
财政部于2019年9月19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以
下简称“2019年新修订的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年新修订的合并财务报表格式除上述“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的拆分外，删除了原合并现金流量表中“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为交易
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等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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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进行追溯调
整，其中对仅适用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会计政策变更追溯调整至2019年期初数，对其他会计政策变更重新表
述可比期间财务报表。对于上述报表格式变更中简单合并与拆分的财务报表项目，本公司已在财务报表中
直接进行了调整，不再专门列示重分类调整情况。
[注3]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规定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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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
本公司按照规定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对2019年1月1日存在的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执行此项政策变更对变更当期及以后期间财务数据无影响。
[注4]新债务重组准则规定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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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
本公司按照规定自2019年6月17日起执行新债务重组准则，对2019年1月1日存在的债务重组采用未来
适用法处理，执行此项政策变更对变更当期及以后期间财务数据无影响。
2．会计估计变更说明
本期公司无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3．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 目
流动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款项融资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其他应付款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调整数

34,716,431.21
-

34,716,431.21

-34,716,431.21
34,716,431.21

139,500,000.00
13,344,703.28

139,686,686.50
13,158,016.78

186,686.50
-186,686.50

除对本表列示的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进行调整外，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未对其他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的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账面价值产生影响。因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要求的变化导致的未到期应收、应
付利息列报项目重分类，除了在[注2]披露外，同时在此表中反映。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 目
流动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款项融资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调整数

34,716,431.21
-

34,716,431.21

-34,716,431.21
34,716,431.21

109,500,000.00

109,647,357.73

147,357.73

7

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其他应付款

13,207,711.51

13,060,353.78

-147,357.73

除对本表列示的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进行调整外，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未对其他母公司资产负
债表项目的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账面价值产生影响。因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要求的变化导致的未到期应
收、应付利息列报项目重分类，除了在[注2]披露外，同时在此表中反映。
4．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信息
(1)本公司金融资产在首次执行日按照修订前后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结果对
比如下：
金融资产类别
货币资金
应收款项

修订前的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
修订后的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109,201,347.99 摊余成本
109,201,347.99
摊余成本(贷款和应收
款项)
125,617,524.80 摊余成本
90,901,093.59
摊余成本(贷款和应收
款项)
34,716,431.2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准则要求)

(2)本公司金融资产在首次执行日原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修订后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的规定进行分
类和计量的新账面价值的调节表：
项目

摊余成本
货币资金
按原CAS22列示的余额和按
新CAS22列示的余额
应收款项
按原CAS22列示的余额
减：转出至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新CAS22)
按新CAS22列示的余额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
列示的账面价值
(2018年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109,201,347.99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示的账面价值
(2019年1月1日)

109,201,347.99

125,617,524.8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应收款项
按原CAS22列示的余额
加：自摊余成本 (原CAS22)
转入
按新CAS22列示的余额

-34,716,431.21

90,901,093.59

34,716,431.21
34,716,431.21

(3)本公司在首次执行日原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期末金额调整为按照修订后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
类和计量的新损失准备调节表：
计量类别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计
重分类
提损失准备/按或有事
项准则确认的预计负
债
贷款和应收款项(原CAS22)/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新CAS22)
8,895,748.54
应收款项

重新计量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
计提信用损失准备

-

8,895,74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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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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