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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64                           证券简称：宁波东力                           公告编号：2020-016 

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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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及强调事项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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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东力 股票代码 002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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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行 曹美萍 

办公地址 宁波市江北区银海路 1 号 宁波市江北区银海路 1 号 

电话 0574-87587000 0574-88398877 

电子信箱 zq@donly.com.cn jessica_cao@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传动设备：产品包括专用齿轮箱、非标齿轮箱、传动装置，产品规格涵盖0.12kw微型齿轮箱到10000kw大功率重载齿

轮箱，特种高效电机。营销模式以直销和经销并重，生产模式为以销定产，产品应用于冶金、矿山、环保等行业。 

2、门控系统：产品包括手术室自动门、通道自动门、防辐射自动门、病房自动门、紧急疏散门、自动重叠门等自动化

控制装置，营销模式以直销为主，生产模式为以销定产，产品应用于医院、药企、写字楼等行业。 

 



                                                                   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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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1,020,262,758.87 11,760,644,634.52 -91.32% 12,870,264,674.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860,785.64 -2,800,641,940.63 100.78% 159,317,659.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1,634,030.28 -1,765,086,363.15 104.62% 155,022,882.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529,546.80 468,162,277.84 -78.95% 8,877,208.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4.00 100.75% 0.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4.00 100.75% 0.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2% -139.23% 142.95% 增加 7.91 个百分点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723,934,484.44 1,700,636,499.11 1.37% 16,393,697,140.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98,163,574.35 576,302,788.71 3.79% 3,411,912,093.4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14,039,543.67 248,804,203.02 246,804,235.62 310,614,776.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3,623,730.35 16,459,049.88 16,380,237.59 -64,602,23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863,910.84 3,251,330.64 24,040,828.11 35,477,960.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5,565,844.39 17,549,737.61 47,644,015.84 17,769,94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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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04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38,057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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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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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力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80% 138,500,000 0 质押 137,000,000 

深圳富裕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38% 128,541,423 128,541,423 冻结 128,541,423 

宋济隆 境内自然人 9.78% 68,364,628 51,273,471 质押 48,000,000 

九江易维长和

信息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0% 25,204,200 25,204,200 冻结 25,204,200 

母刚 境内自然人 2.92% 20,396,732 20,396,732 冻结 7,001,166 

许丽萍 境内自然人 2.90% 20,250,300 0 质押 13,000,000 

深圳市创新投

资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52% 17,655,542 17,655,542   

刘志新 境内自然人 0.90% 6,301,050 6,301,050   

苏州亚商创业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3% 4,410,735 4,410,735   

卢新杰 境内自然人 0.63% 4,374,8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宋济隆和许丽萍夫妇各持有公司控股股东东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0%和 30%的股权，

该三位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是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 

股东卢新杰通过普通证券帐户持有 3,039,800 股外，还通过证券公司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帐户持有 1,335,000 股，合计持有 4,37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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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国际环境复杂严峻，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中国经济进入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动

力转换的新常态。在此背景下，公司坚守主业，苦练内功，通过创新驱动，加速数字化进程，拓展“智能+”，为制造业转型

升级赋能，进一步增强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20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86.08 万元。回顾2019年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传动设备，调整产品结构，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全年累计完成销售订单10.50亿元。另一方面提升专业化能力，优化各

工序产能，改善生产组织模式，改建标准产品高效生产流水线，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毛利率同比提升4.82 %，实现净利润

8,791.44 万元，同比增长397.19 %。欧尼克自动门，做深做强净化领域，深挖医用门潜力，核心客户不断扩大。全年累计完

成销售订单1.62 亿元，实现净利润3,146.59 万元，同比增长29.66 %。 

东力传动入选浙江省创新型领军培育企业，承担的宁波市重大科技专项项目通过验收。欧尼克科技参编的国家标准《建

筑用医用门通用技术要求》申请立项通过，“智慧物联产品体验中心”工程启动。报告期内，公司新获专利授权16项，其中发

明专利1项。 

公司推进并完善智能制造和数字化工厂建设。通过做好做优产品生命周期管理，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促进创造、协作和

控制这三项相互依赖的功能之间的协同，优化数字化产品价值链，为提升公司经营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做好内部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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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传动设备 861,537,137.04 235,792,225.03 27.37% 3.33% 29.40% 5.51% 

门控系统 135,803,748.32 59,115,124.59 43.53% 17.77% 23.22%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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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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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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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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 

财政部分别于2019年4月30日和2019年9月19日 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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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

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列

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

票据”和“应付账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

调整。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应收票据”上年年末余额

111,282,483.05元， “应收账款”上年年末

余额192,916,860.07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应付票据”上年年末余额

0.00元， “应付账款”上年年末余额

206,678,436.78元。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应收票据”上年年末余额

2,862,957.76元， “应收账款”上年年末余

额41,864,573.09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应付票据”上年年末余额

2,862,957.76元， “应付账款”上年年末余

额83,911,466.11元。 

（2）在利润表中投资收益项下新增“其

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

认收益”项目。比较数据不调整。 

债务重组损益978,986.08元计入投资收益

项下“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

止确认收益”。 

债务重组损益-796,911.22元计入投资收

益项下“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终止确认收益”。 

（2）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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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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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

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

据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本公司将因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 

以按照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主要

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1）因报表项目名称变更，将“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重分类至“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减少297,380.66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297,380.66元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减少297,380.66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297,380.66元 

（2）非交易性的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

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300,000.00元；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增加300,000.00元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300,000.00元；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增加300,000.00元 

（3）业绩补偿款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减少102,077,010.00元；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增加102,077,010.00

元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减少102,077,010.00元；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增加102,077,010.00

元 

(4) 将部分“应收款项”重分类至“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金融资产（债务工具）” 

应收票据：减少101,108,346.91元； 

应收款项融资：增加101,108,346.91元。 

无影响。 

（5）“其他应付款”项目，根据“应付利

息”“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科目的期

末余额合计数填列。其中的“应付利息”

仅反映相关金融工具已到期应支付但于

“应付利息”计入“短期借款”。计入“短期借

款”本年年末余额451,151.31元。 

“应付利息”计入“短期借款”。计入“短期借

款”本年年末余额166,405.5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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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日尚未支付的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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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数

据不调整。 

以按照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各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照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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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120,580,786.25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120,580,786.25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 

102,374,390.66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297,380.66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102,077,010.00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111,282,483.05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10,174,136.14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101,108,346.91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192,916,860.07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192,916,860.07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7,056,414.23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7,056,414.2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以成本计量 (权益

工具) 
3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300,000.00 

短期借款 摊余成本 292,500,000.00 短期借款 摊余成本 292,500,000.00 

应付账款 摊余成本 206,678,436.78 应付账款 摊余成本 206,678,436.78 

其他应付款 摊余成本 115,978,315.54 其他应付款 摊余成本 115,978,315.54 

母公司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3,296,706.39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3,296,706.39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 

102,374,390.66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297,380.66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102,077,010.00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2,862,957.76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2,862,957.76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41,864,573.09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41,864,573.09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3,845,151.85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3,845,151.85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以成本计量 (权益

工具) 
3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300,000.00 

短期借款 摊余成本 108,000,000.00 短期借款 摊余成本 108,000,000.00 

应付票据 摊余成本 2,862,957.76 应付票据 摊余成本 2,862,957.76 

应付账款 摊余成本 83,911,466.11 应付账款 摊余成本 83,911,466.11 

其他应付款 摊余成本 90,380,598.69 其他应付款 摊余成本 90,380,598.69 

（3）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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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

无重大影响。 

（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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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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营业外收入”中债务重组利得重分类至

“投资收益” 

营业外收入：减少1,970,287.10元； 

投资收益：增加1,970,287.10元 

无影响 

“营业外支出”中债务重组损失得重分类

至“投资收益” 

营业外支出：减少991,301.02元； 

投资收益：减少991,301.02元 

营业外支出：减少796,911.22元； 

投资收益：减少796,911.22元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报告期内，本公司未发生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后，新的会计师事务所与前任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书面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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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济隆 

                                                        二 0 二 0 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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