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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11                           证券简称：美力科技                           公告编号：2020-47 

浙江美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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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次半年报均无异议。 

公司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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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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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力科技 股票代码 3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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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夏巍 梁钰琪 

办公地址 浙江绍兴新昌县新昌大道西路 1365 号 浙江绍兴新昌县新昌大道西路 1365 号 

电话 0575-86226808 0575-86226808 

电子信箱 xiawei.zhang@china-springs.com yuqi.liang@china-springs.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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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50,368,409.89 271,136,359.94 -7.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358,270.31 15,121,680.07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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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2,776,735.24 12,623,595.34 1.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4,941,834.61 25,431,711.87 116.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8 1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8 1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5% 2.28%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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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361,680.26 1,092,933,869.54 -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28,036,137.00 620,606,030.47 1.2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0,99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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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碧鸿 境内自然人 42.60% 76,230,400 57,172,800  0 

长江成长资本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31% 11,294,200 0  0 

章竹军 境内自然人 4.91% 8,782,200 0  0 

广州力鼎恒益

投资有限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52% 8,082,500 0  0 

王光明 境内自然人 4.12% 7,381,400 0  0 

京新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4% 4,194,080 0  0 

张晓蕾 境内自然人 0.44% 793,800 0  0 

朱幼芳 境内自然人 0.35% 619,000 0  0 

朱彩娟 境内自然人 0.34% 600,000 0  0 

王婕 境内自然人 0.31% 551,200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章碧鸿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章竹军为章碧鸿之弟，根据中国

证监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章竹军为章碧鸿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

外，公司未知前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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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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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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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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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行业概述 

    2020年第一季度，受到国内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国内消费者对汽车等大宗消费品的消费欲望及购买能力，受

到重大抑制，汽车产销量出现断崖式下降。以乘用车为例，2020年第一季度国内乘用车经销商零售319万辆，同比下滑42%。

自3月起，国家各部委和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相关汽车消费刺激政策，汽车产销量开始回升。综合而言，上半年乘用车产销

分别完成775.4万辆和771.2万辆，同比分别下降22.5%和22.4%。     

    伴随着行业负增长、竞争加剧，和汽车销售价格的逐渐走低，越来越多的合资、外资汽车主机厂商，开始积极寻找、培

育国内优质的零部件制造企业，并达成战略同盟关系，发挥国产零部件的进口替代作用；同时，随着国内主机厂商如吉利、

长城、长安等的蓬勃兴起与发展，也给国内优质的零部件厂商提供了新的机遇。受到国内汽车工业变革、转型的冲击，国内

汽车零部件行业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两极分化趋势越发明显，其中部分合资品牌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市场份额逐渐受到压缩，

开始考虑退出中国市场，而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规模化国产零部件企业，产品市场占有率逐渐提升，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小

微型企业，则逐渐被市场淘汰。 

   （二）公司经营情况概述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弹簧产品和模具及汽车精密注塑件相关业务，其中90%以上的产品，应用于汽车行业，故公司与汽车

零部件行业及汽车行业之间，均存在着很强的联动效应。 

    上半年度，受到国内汽车整体产销量下滑等因素的影响，公司的营业收入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共计2.50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7.66%，但是公司通过加强新项目新客户开发等措施，以及受益于国家税费减

免等经济刺激政策，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的股东净利润为1,535.83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5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277.67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21%。 

   （三）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1、加强新项目和新客户的开发。截至目前为止，公司已经成功通过大众汽车集团（中国）的R&D审核，进入长安福特汽

车有限公司的供应商体系，并积极与沃尔沃汽车、通用汽车、盖茨集团、宝能汽车等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生产商沟

通合作事宜。在精密注塑件领域，公司子公司上海科工成为延锋汽车智能安全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的关键供应商；在均胜百

高汽车安全系统(上海)有限公司的新业务上获得重大突破，并成功地引进了延锋汽车内饰系统有限公司。 

https://www.so.com/link?m=auMBKFBG0bVIsbM/uV+NS0BsFhYEFm2T/fZom0BY16B91jHPpcJg21BtWQ/Be3Dcks4mY5XizFuHUXWkDBEy3NrXpPvigjRi08eq3nhu9B584r/LQHV1oGRSnHn1kv+ft9H3xH7KaHtJvYnPp0hfpeNzf5MyaRsEXTtQ1N8ea9REFO2w8Rm/5OixvCL7F8UP7BDi2ljJyr2nlFoJQAM5m5G8fPCcQ81hsOI+QhePCtRvd61ePKVrIU8eWO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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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强化应收账款的催收力度，将应收账款的回收任务纳入营销部门的关键考核指标，以实现应收账款的及

时回收，降低财务风险。2020年6月末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21,640.67万元，较2019年末应收账款余额

27,407.66万元下降5,766.99万元，降幅为21.04%，应收账款回款情况良好。 

    3、推进新产业园区的建设项目。报告期内，公司对大明市地区新产业园区的建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中。本年度，公

司对该项目新增投资5,229.23万元，主要用于园区的厂房建设、设备购置等工作。 

    4、持续推行精细化管理，加强公司车间现场、生产计划排产安排等管理及班组长的管理技能提升，降低内部浪费，提

升公司产品管理效益。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

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

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新收入准则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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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浙江美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章碧鸿 

                                                                                   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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