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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03                   证券简称：云内动力                   公告编号：2020-037 号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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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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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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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内动力 股票代码 00090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翟建峰  

办公地址 
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经

开区经景路 66 号 
 

电话 0871-65625802  

电子信箱 assets@yunneidongli.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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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7,581,853.48 3,406,245,663.34 29.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2,899,783.82 147,363,679.04 1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15,415,139.31 119,891,943.00 -3.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56,831,786.83 1,238,680,112.62 -1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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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4 0.075 12.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4 0.075 12.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8% 2.62% 上升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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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95,266,511.01 12,524,537,705.14 18.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682,196,228.39 5,576,955,275.33 1.8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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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99% 650,142,393 69,252,077   

贾跃峰 境内自然人 2.73% 53,726,641 53,726,541   

张杰明 境内自然人 2.73% 53,726,541 53,726,541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

南信托·大西部丝绸之路 2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9% 19,542,813 0   

周盛 境内自然人 0.82% 16,117,962 16,117,962   

张红 境内自然人 0.66% 12,983,700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0% 11,890,800 0   

#吴银河 境外自然人 0.55% 10,818,200 0   

深圳市华科泰瑞电子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5% 10,745,308 10,745,308   

沈金虎 境内自然人 0.54% 10,6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末，上述前 10名股东中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与社会公众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

行动人关系；社会公众股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股东吴银河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8,318,000 股，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份 2,500,2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0,818,2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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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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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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出现了一些意外的变化，汽车行业第一季度市场需求有所抑

制，产销出现大幅下滑，但公司快速响应、积极应对，在春节后快速复工复产。随着国内抗击疫情形势持

续向好，上下游企业加快实现复工复产复市，稳岗就业扎实推进，同时伴随中央及地方政府一系列利好政

策的拉动，消费信心得到提升，汽车市场逐步恢复，行业回暖带动柴油机需求和订单量迅速回升，2020年

上半年车用柴油机行业发动机累计销量1,578,924台，同比增长5.01%。 

2020年上半年，公司上下攻坚克难，坚持疫情防控常态化和全年目标任务双促进的原则，充分利用现

有产能，抓住汽车行业快速恢复带来的市场机遇，提升市场占有份额，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在

商用车和工程机械领域持续发力，产销量创历史新高。报告期内，在公司董事会的领导及全体员工的努力

下，公司累计销售各型发动机261,258台，同比增长39.77%，高于行业34.76个百分点。 

（一）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40,758.19万元，同比增长29.40%；利润总额19,352.74万元，同比增

长14.4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289.98万元，同比增长10.54%。 

（二）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1、发动机业务 

产品研发方面，公司按照国家行业政策和法规规定，继续深入开展新产品研发创新，提升产品各项性

能指标，从产品设计、零部件开发、工艺、应用开发、标定等方面持续进行优化；市场推广方面，针对车

用国六发动机、非道路产品的市场推广制定了专项推广实施计划，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公司迎难而上，

市场份额较上年同期提升4.12个百分点；产品质量方面，深入开展精细化管理工作，严抓每道工序质量，

每月度召开公司级质量例会推进质量目标，提升产品标准化和工艺执行率，限时解决市场反映的质量问题；

服务质量方面，继续深入“保姆式”的服务，制作国六培训资料和维修案例，开展“国六”产品的服务培

训，结合车联网和公司目前服务现状策划智慧后服务，及时有效的为客户解决问题；降本工作方面，持续

深入开展标准化生产和标准化作业，优化流程，从产品研发、工艺技术、采购、生产、销售服务以及职能

部室等方面全面开展降本工作；品牌建设方面，重点突出以德威品牌为主导的品牌宣传、服务宣传及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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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等建设工作，以提升云内德威产品的市场知名度，以德威系列为代表的各产品市场份额快速增长，产

品影响力持续提升。 

2、工业级电子产品业务 

报告期内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加油站双层罐改造进入尾声等因素的影响，国内加油站项目建设和改造步

伐放缓，加油机市场持续低迷，铭特科技加油机读卡器、电子锁、票据打印机等电子产品的订单大幅减少，

导致铭特科技盈利水平同比降幅较大。为了改变外部环境带来的不利局面，铭特科技积极开拓汽车发动机

传感器、发动机线束等其他业务，致使铭特科技上半年营业收入降幅较小。但因新产品尚处于起步阶段，

毛利水平有待提高，导致铭特科技盈利水平降幅较大。随着国内疫情的进一步好转，2020年下半年铭特科

技在保持加油机行业产品市场份额的前提下，将进一步提升新产品市场份额，提升产品盈利能力，力争将

上半年加油机行业订单大幅下降带来的影响降至最低。 

报告期内铭特科技开发并完成多种平台的人脸识别支付设备，具有设备快速升级为人脸支付能力的整

体解决方案；开发的金融贵重物品存取机已在各大银行试点，并且得到集成商的认可；集中技术资源重点

投入，充分发挥科研储备与垂直行业的交叉优势，成功开发出面向新能源行业特别是充电桩设备的定制条

码支付设备，充实了公司的支付识别产品类型。 

3、疫情防控工作开展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要求，以保证广大职工生命安全为第一要务，延长春节假期，暂停了绝大部分

的生产经营活动，全力配合打赢疫情阻击战。由公司党委牵头在复工前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关于做

好复工后疫情防控的工作方案》，统筹公司的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分级分片对公司的疫情防控工作

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和部署，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积极作用，层层压实责任，做到生产经营和疫情防控工

作两手抓，两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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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

收入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按照财政部规定的时间，公司自2020年1月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新旧准则转换的衔接规定，公司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

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

义务并在履行时分别确认收入；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

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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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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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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