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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64                             证券简称：宁波东力                             公告编号：2020-049 

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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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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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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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658,381.89 462,843,746.69 12.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20,651,255.73 70,082,780.23 1,499.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2,313,652.08 22,115,241.48 46.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9,876,059.46 33,115,582.00 261.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64 0.10 1,5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64 0.10 1,5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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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2.69% 11.46% 增加 18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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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1,583,491.31 1,723,934,484.44 1.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65,017,133.18 598,163,574.35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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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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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东力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53% 138,500,000 0 质押 137,000,000 

宋济隆 境内自然人 12.11% 68,364,628 51,273,471 质押 48,000,000 

深圳富裕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76% 32,541,423 32,541,423 冻结 32,541,423 

许丽萍 境内自然人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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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17,655,542 17,655,542   

母刚 境内自然人 1.23% 6,968,762 6,968,762   

刘志新 境内自然人 1.12% 6,301,050 6,301,050   

卢新杰 境内自然人 0.84% 4,723,900 0   

周南 境内自然人 0.81% 4,583,200 0   

苏州亚商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8% 4,410,735 4,41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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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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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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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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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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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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国际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全球经济遭受严重冲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上半年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1.5%，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中，专用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实现正增长，

同比增长 2.9%，通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下降 2.3%、3.1%、

0.3%和 0.7%。面对严峻的形势，在国家加快推进“互联网+”等改革及扶持政策下，结合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公

司主动作为，积极抗击疫情，加快复工复产，大力推进智能制造和数字化工厂建设，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在危机中抓住新机

遇，实现了逆势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2,065.84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2.4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12,065.13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31.37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11%；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987.61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6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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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根据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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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 

公司调整期初财务报表相关

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

不予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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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宋济隆 

二 0 二 0 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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