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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64                            证券简称：宁波东力                           公告编号：2020-021 

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宋济隆、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建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傅光秀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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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460,126.94 214,039,543.67 -17.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665,358.29 53,623,730.35 -11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7,783,046.88 18,863,910.84 -141.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321,470.41 15,565,844.39 -147.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8 -11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8 -1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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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5% 8.89% 减少 9.8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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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6,369,922.01 1,723,934,484.44 -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92,498,216.06 598,163,574.35 -0.9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6,383.1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537,550.06  

债务重组损益 898,457.84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

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44,453.8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04,294.88  

减：所得税影响额 276,899.8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46.15  

合计 2,117,688.5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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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57 
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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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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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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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新杰 境内自然人 0.67% 4,709,2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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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东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38,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8,500,000 

许丽萍 20,250,300 人民币普通股 20,250,300 

宋济隆 17,091,157 人民币普通股 17,091,157 

卢新杰 4,709,200 人民币普通股 4,709,200 

宁波德斯瑞投资有限公司 3,648,695 人民币普通股 3,648,695 

周南 2,418,948 人民币普通股 2,418,948 

富国基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险－富国基金国寿股份成长

股票型组合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786,784 人民币普通股 1,786,784 

陈军毅 1,546,200 人民币普通股 1,546,200 

周云 1,485,800 人民币普通股 1,485,800 

梁取英 1,126,500 人民币普通股 1,12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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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 股东卢新杰通过普通证券帐户持有 3,374,200 股外，还通过证券公司信用交易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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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如有） 保证券帐户持有 1,335,000 股，合计持有 4,709,20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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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本期末金额  上年度期末

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应收款项融资 10,114.24 13,642.33 -3,528.09 -25.86% 主要系票据到期托收和支付材料采购款所致。 

 预付款项 937.43 623.04 314.39 50.46% 主要系子公司四川东力项目预付款增多所致。 

 其他应收款 741.34 354.46 386.88 109.15% 主要系保证金和备用金支出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0.00 200.00 -200.00 -100.00% 系票据到期支付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794.78 3,375.36 -1,580.59 -46.83% 主要系支付期初计提的工资奖金所致。 

合并利润表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 

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1,386.95 1,023.01 363.94 35.58% 主要系子公司东力传动市场开拓费用增多所致。 

 管理费用 2,978.76 1,419.27 1,559.48 109.88% 主要系本期诉讼费增多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4.45 4,464.98 -4,469.42 -100.10% 主要系上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55.94 5.05 250.89 4972.10% 主要系母公司应收账款回收所致。 

 其他收益 222.78 151.74 71.04 46.82%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收入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71.23 67.69 103.54 152.95% 主要系本期投资收益科目包括了债务重组收益

所致。 

 营业外收入 0.15 106.59 -106.44 -99.86% 主要系本期把债务重组收益归到投资收益科目

核算所致。 

 所得税费用 134.99 1,469.52 -1,334.53 -90.81% 主要系上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使得

相应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所致。 

合并现金流量表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 

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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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32.15 1,556.58 -2,288.73 -147.04% 主要系上期货款回收较多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09.68 -50.45 -59.23 -117.39% 无重大变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51.17 -389.53 -261.64 -67.17% 主要系支付年富供应链往来款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20年1月22日，公司收到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02刑初138号】《刑事判决书》，对富裕控股、

年富供应链,李文国、杨战武、刘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宁波东力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

构成合同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公司要求追赃挽损的意见，予以采纳。详见《关于收到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04）。 

2020年4月23日，公司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浙刑终70号】《刑事裁决书》，作出终审裁定：驳回被告

单位富裕控股和被告人李文国、杨战武、刘斌的上诉；维持原判。详见《关于收到刑事裁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3）。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

品种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最初

投资

成本 

会计

计量

模式 

期初

账面

价值 

本期

公允

价值

变动

损益 

计入

权益

的累

计公

允价

值变

动 

本期

购买

金额 

本期

出售

金额 

报告

期损

益 

期末

账面

价值 

会计

核算

科目 

资金

来源 

境内

外股

票 

60100

5 

重庆

钢铁 
 

公允

价值

计量 

283,5

84.65 

-44,4

53.81 
0.00 0.00 0.00 0.00 

239,1

30.84 

交易

性金

融资

自有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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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合计 0.00 -- 
283,5

84.65 

-44,4

53.81 
0.00 0.00 0.00 0.00 

239,1

30.84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

告披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

告披露日期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0 年 03 月 3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情况及合同诈骗案进展等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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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