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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96                           证券简称：中大力德                           公告编号：2021-019 

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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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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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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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80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 元（含税），

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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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大力德 股票代码 002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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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旭君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新兴产业集群区宗汉

街道新兴一路 185 号 
 

电话 0574-63537088  

电子信箱 china@zd-motor.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 

公司是从事机械传动与控制应用领域关键零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高新技术

企业，主要产品包括精密减速器、传动行星减速器、各类小型及微型减速电机等，为各类机

械设备提供安全、高效、精密的动力传动与控制应用解决方案。公司所处行业属于国家产业

政策鼓励的先进制造领域，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机器人、智能物流、新能源、工作母机等领

域以及食品、包装、纺织、电子、医疗等专用机械设备。 

自2006年8月设立以来，公司一直从事减速器、减速电机的生产和销售，并不断结合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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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加大研发投入，相继推出微型无刷直流减速电机、精密行星减

速器、滚筒电机、RV减速器等新产品，实现产品结构升级。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未发生变化。 

二、公司经营模式 

1、销售模式 

“直销与经销相结合”的销售模式：公司产品属于通用设备，依靠公司自身力量，难以覆

盖众多下游行业和销售区域，与各行业、各区域经销商共同发展，是公司的合理选择。因此

公司国内、国际销售整体采用“直销与经销相结合”的模式。 

2、采购模式 

原材料采购是公司产品质量控制和成本控制的关键环节，公司采购部门在ISO9001质量规

范的框架下进行原材料采购。为确保生产稳定并有效控制采购成本，公司建立了合格供应商

制度，致力于将优秀供应商发展成为战略合作伙伴，确保供货质量和及时性。 

公司通常与供应商签订年度框架合同，采购部门会向供应商询价和议价，综合考虑原材

料性能、服务、价格、付款方式等因素后，报请总经理办公会审批通过。在具体采购时，公

司根据生产计划和库存情况向供应商下达订单，供应商根据合同条款供货。 

公司原材料主要包括减速器构件齿轮毛坯、齿轴毛坯、轴承、箱体、箱盖等，以及电机

构件漆包线、硅钢片、定子毛坯、转子毛坯、机壳、端盖等。公司原材料采购方式主要包括

大宗通用材料采购和定制件采购。大宗通用材料采购主要包括金属材料、标准件及辅料等，

定制件则根据公司图纸或技术要求进行整体采购。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库存管理制度，对原材

料实行最低库存制度，随时跟踪材料的入库和领用情况，及时了解存货的库存状况。 

3、生产模式 

（1）以销定产，保持合理库存的生产模式 

公司一般按照“以销定产，保持合理库存”的原则进行生产。公司生产计划主要根据公司

前期销售记录、销售预测、库存商品的实际情况以及客户的年度需求编制。生产部门在执行

生产计划的过程中，与采购、质保、销售等部门保持沟通，衔接原材料采购、产品质检、产

品入库的相关工作，并根据销售情况及时调整备库安排。 

对于常规通用的产品或半成品，如小型、微型减速电机产品以及减速器、电机等自制半

成品，通常保有一定数量的备库，既可以快速满足客户订单需求，保证供货及时性，同时也

可以调节公司生产节奏，避免订单量突然增加造成的压力。 

（2）公司委托加工情况 

① 委托加工总体情况 

基于生产场地、产能限制及环保成本等因素的考虑，转子加工以及机壳、端盖、箱体、

箱盖等的喷漆喷塑工序采用委托加工方式进行，不存在核心技术的委托加工。 

② 委托加工的必要性 

公司产品的核心技术在于小模数齿轮硬齿面加工、精密行星齿轮的设计和加工、无刷直

流减速电机及控制技术、减速电机装配及测试技术等。转子、机壳、端盖、箱体、箱盖等作

为减速电机、减速器构成的机械件，公司将部分工序进行委托加工，有利于公司集中精力于

模型、控制系统和机械结构的研发和设计。转子加工、机械件的喷漆喷塑，均按照公司的工

艺技术进行加工，公司周边地区机械加工行业发达，受托从事机械加工已发展为成熟的商业

模式，公司不存在对外协厂商的依赖。 

③ 委托加工的质量控制措施 

公司委托加工按照ISO9001质量体系的要求实施，公司制订了一系列内部控制制度，对委

托加工业务的全过程进行了规范，确保委托加工业务的顺利实施和委托加工产品的质量控制。

报告期内，公司未因委托加工产品质量出现重大纠纷或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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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6,057.33万元，同比增长12.4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7,023.19万元，同比上升33.76%。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108,231.38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69,295.92万元。报告期公司克服了疫情影响及市场

竞争的不利影响，抓住市场发展的契机，大力拓展公司业务，进一步拓宽营销渠道，实现公

司经营稳步增长。 

5、报告期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行业的地位，详见“第四节 九、

公司未来发展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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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760,573,346.34 676,189,942.13 12.48% 599,051,534.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231,907.40 52,506,750.84 33.76% 72,876,241.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8,832,640.30 46,424,353.52 26.73% 57,898,575.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6,032,675.43 99,470,829.34 97.08% 109,343,129.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8 0.66 33.33% 0.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8 0.66 33.33% 0.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2% 8.62% 2.00% 13.00%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082,313,757.42 1,016,840,569.88 6.44% 936,660,545.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92,959,178.52 630,727,271.12 9.87% 590,220,5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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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864,229.42 213,871,530.73 210,228,466.91 216,609,119.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494,280.03 27,849,851.39 21,799,259.38 10,088,516.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290,511.91 27,234,512.74 19,419,744.13 2,887,871.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649,464.92 39,218,683.73 31,594,561.56 97,569,96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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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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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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54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8,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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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中大力德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79% 22,230,000  质押 2,000,000 

中大（香港）投

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5.65% 20,520,000    

慈溪德立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5% 1,800,000    

宁波华慈蓝海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9% 1,752,700    

慈溪德正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0% 1,200,000    

邬凌云 境内自然人 0.68% 546,800    

宁波芸芸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3% 502,100    

上海迎水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水泰顺 1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62% 495,000    

林新 境内自然人 0.52% 416,500    

柯毓强 境内自然人 0.51% 407,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除宁波中大力德投资有限公司、中大（香港）投资有限公司、慈溪德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慈溪德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实际控制人岑国建、周国英控股和持股

的企业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柯毓强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40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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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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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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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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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初以来，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正常运行产生了重大影响，国家、社

会、企业乃至个人都面临着非常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在全国人民的齐心努力下，国内的疫情

及生产经营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和胜利，前期遇到的困难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缓解。报告期

内，公司管理层及全体员工克服困难，顺利复工复产，以高效、负责、全面的态度积极落实

防疫工作，保障员工的全面健康，保证企业的正常经营，努力打造全员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幸

福。公司管理层围绕年度经营目标，通过持续优化客户和产品结构，积极进行上下游产业链

延伸及整合，不断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通过持续加大内部技改力度，提升

自动化水平，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以优质的产品更好的满足客户需求，实现了公

司的稳健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6,057.33万元，同比增长12.4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7,023.19万元，同比上升33.76%。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108,231.38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69,295.92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年初经营目标，重点做了以下工作： 

1、技术研发部以产品的差异化作为公司的核心优势，公司坚持对小批量、多品种的差异

化研发，每年为客户量身定制近百项新产品，并针对公司在研新产品，做好内部和第三方检

测工作。同时对公司现有产品不断进行升级改造和优化完善，提高公司产品的核心竞争优势。 

2、优化企业营销模式，完善企业服务质量。公司在美国设立子公司，加深拓展海外市场，

提高为客户服务效率，保证服务的及时性。同时充分发挥线上销售的模式优点，多渠道推广

公司产品，多维度拓宽市场空间，将上下游产业链结成利益共同体。在客户开发策略上，注

重发挥公司的品牌和产品性能及价格优势，抓住关键少数，带动整个行业的上量。如智能物

流、电动叉车、清洁设备、机器人等行业知名的厂家都是公司的战略合作伙伴。通过与行业

知名及标杆厂家的合作形成示范和带动效应，提高了公司产品的竞争力和占有率。 

3、2020年，公司在生产车间继续深化“精益生产”模式，针对产品事业部，进行研发、生

产、工艺流程、销售服务全流程模式提升，更好的针对产品进行内外部的衔接与交流，从产

品的设计前端，到生产中端，销售后端，服务尾端，一条龙跟踪，保证更加准确及时的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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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反馈和信息，无缝衔接导入市场机制，调动全员积极性，全员销售，全员服务。 

4、为解决部门之间、岗位之间、白领和蓝领员工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公司着力实施人

才发展通道建设，先后制定实施了《员工职业发展实施方案》、《员工绩效等级评定办法》、

《蓝领人才技能等级评定办法》，根据公司的发展需要，结合员工个人的优势和性格特点，

帮助他们进行职业生涯规划，设计成长路径，通过明确职业发展方向和目标，使员工不管是

横向发展还是纵向提升，都为他们提供了机会和可能，与公司共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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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速电机 557,129,949.99 160,431,633.31 28.80% 17.93% 20.90% 0.71% 

减速器 186,430,126.83 40,796,833.39 21.88% -1.50% -29.58% -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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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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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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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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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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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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