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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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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0 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49,142,739.18 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为-24,611,531.09 元；2020 年

以母公司口径实现的净利润为 202,124,653.70元，截至 2020年 12月 31 日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242,128,979.95元。经公司董事会第十届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基于公司经营发展的长远利益考

虑，且公司 2020年和 2021年产业建设资金投入较大，为确保公司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 2020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该预案尚需提交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维科技术 600152 
维科精华、敦煌集

团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薛春林 杨昱 

办公地址 宁波市柳汀街225号20楼 宁波市柳汀街225号20楼 

电话 0574-87341480 0574-87341480 

电子信箱 xcl@mail.veken.com yangyu@mail.veken.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 主要业务 

（一）公司所属行业介绍 

公司的主要业务是消费类电池（包括聚合物电池、铝壳电池）和小动力电池（包括两轮车电

池、电动工具电池、储能电池）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消费类电池主要服务于 3C 数码领域，服务的市场包括手机、笔记本及平板电脑、移动电源、

智能家居、无人机、可穿戴设备等。 

小动力电池主要服务于小动力储能领域，服务的市场包括两轮车、电动工具、储能等。 

锂离子电池作为新的绿色能源，正在改变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方式，电池新能源行业正处于高

速发展的行业。 

（二）公司主要业务 

1. 公司的主要战略 

公司持续聚焦高端的技术和产品，坚持“做最好最安全的电池，成为移动终端智能产品的电

池整体解决方案专家”的企业发展愿景。公司按照高质量的发展战略，持续加大布局新能源行业，

保持在消费类电池和小动力电池行业的领先地位。 

2. 公司的主要业务 

（1）消费类电池（聚合物电池和铝壳电池） 

1）主要产品：纯锰电池、三元电池、三元加锰电池、三元加钴电池、纯钴电池 

2）应用领域：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移动电源、智能家居、无人机等 

3）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①智能手机 

智能手机，是指像个人电脑一样，具有独立的操作系统，独立的运行空间，可以由用户自行

安装软件、游戏、导航等第三方服务商提供的程序，并可以通过移动通讯网络来实现无线网络接

入的手机类型的总称。 

    业绩驱动的因素来自于智能手机不断的更新迭代，以及 5G 手机的到来，加速了人们对智能

手机的换机潮。公司依托与 TCL、传音、飞毛腿（供应 MOTO 手机）、中兴通讯、宁波麦博韦尔移

动电话有限公司、深圳市天珑移动技术有限公司等知名品牌及公司的良好合作经历，持续获取该

等客户的新产品订单，对该等客户的销售收入及销售量实现了较快增长或持续保持了较高的水平。 

②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电脑，又称“便携式电脑，手提电脑、掌上电脑或膝上型电脑”，特点是机身小巧。比

台式机携带方便，是一种小型、便于携带的个人电脑。 

业绩驱动的因素来自于人们对移动办公、移动娱乐诉求越来越高，特别是在疫情发生以后，人们

无法到办公室办公或者教育不能集合到一起。公司依托与神基科技（GETAC TECHNOLOGY 

CORPORATION）、SIMPLO 等知名笔记本电脑厂商及供应商的长期合作，实现了较为稳定的订单及

销售收入，并获得了良好的业界口碑。 

③移动电源 

移动电源是一种个人可随身携带，自身能储备电能，主要为手持式移动设备等消费电子产品

（如手机、笔记本电脑）充电的便携充电器，特别应用在没有外部电源供应的场合；移动电源分

为个人移动电源和共享移动电源。 

业绩驱动的因素来自于智能手机耗电越来越快，同时共享经济概念的火爆，共享充电移动电

源也被推上了风口，公司凭借产品的技术优势和产能规模的持续扩大，未来将努力突破一线品牌

客户的订单。公司通过客户摩乐吉实现了向共享充电宝运营商来电的批量供货、亦有与知名充电

https://baike.baidu.com/item/手机/6342
https://baike.baidu.com/item/个人电脑/3688503
https://baike.baidu.com/item/独立/3259
https://baike.baidu.com/item/操作系统/1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安装/4840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安装/4840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游戏/335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导航/7741941
https://baike.baidu.com/item/程序/13831935
https://baike.baidu.com/item/无线网络/1690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小巧/10371859
https://baike.baidu.com/item/个人电脑/3688503


宝品牌商罗马仕进行较大业务合作。 

④智能家居 

智能家居是以住宅为平台，利用综合布线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安全防范技术、自动控制技

术、音视频技术将家居生活有关的设施集成，构建高效的住宅设施与家庭日程事务的管理系统，

提升家居安全性、便利性、舒适性、艺术性，并实现环保节能的居住环境。 

业绩驱动的因素来自智能家居作为国家重点关注的一项新兴产业，由工信部和国家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共同印发的《智慧家庭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和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完善促进消费

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也明确提到了升级智能化、高端化、融合化信

息产品，重点发展适应消费升级的智慧家庭产品等前沿信息消费产品；电池作为智能家居的部件，

给万物互联增加了联系。 

⑤ 无人机 

无人驾驶飞机简称“无人机”，是利用无线电遥控设备和自备的程序控制装置操纵的不载人飞

机，或者由车载计算机完全地或间歇地自主地操作。 

业绩驱动的因素来自无人应用领域越来越广，随着 5G 的到来，通过搭载高清摄像头，小型

无人机可以在高空拍摄/录制影视素材，包括极限运动航拍作品、风景航拍作品以及商业宣传片等，

无人机航拍在社区视频平台中愈加受欢迎，无人机需求非常大，公司提前布局无人机电池产线和

技术，已得到行业大客户的认可。 

（2）小动力电池（圆柱形电池包和动力型软包电池） 

1）主要产品：磷酸铁锂电池、三元电池 

2）应用领域：电动两轮车、电动工具、储能电池等 

3）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①电动两轮车 

电动两轮车是安装有可充电电池或其他电动推动马达的自行车和单脚滑行车； 

业绩驱动的因素来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下发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中，对电动

车生产企业做出新的要求，对消费者在日常使用的电瓶车也做出新规定，此举有利于完善电瓶车

企业合理规范生产；有利于保护消费者购买电瓶车的利益；有利于促进电瓶车产业结构创新升级，

为消费者提供安全的保障。公司凭借产品的技术优势和产能规模的持续扩大，与张飞出行、哈啰

出行等建立了合作关系。 

②电动工具 

电动工具主要分为金属切削电动工具、研磨电动工具、装配电动工具和铁道用电动工具。 

业绩驱动的因素来自电动工具被广泛用于航天，属于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高铁的建设，造船，

汽车和其他先进装备制造业和建设道路，装饰，木材加工，金属加工等生产领域。 

③储能电池 

储能电池主要用于应急电源、电瓶车、电厂富余能量的储存； 

业绩驱动的因素来自储能电池概念越来越热，各国政策都在推动储能的发展，日本从资金、

技术、政策方面综合发力；美国联邦层面和各州“双管齐下，积极推动储能发展；我国出台《关

于促进储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积极布局和推动储能发展等。 

2、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下属产业公司采购内容主要包括原材料、辅助材料、机器设备、其他办公相关物资和外

协加工服务。公司制定了《采购控制程序》和《供方管理控制程序》等采购制度，建立了完整的

采购管控系统，确保所有采购物资符合规定要求，对供应商的设计研发能力、客户服务能力、产

品质量、产品价格和信用条件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的基础上择优选择供应商。 

https://baike.baidu.com/item/综合布线
https://baike.baidu.com/item/网络通信/9636548
https://baike.baidu.com/item/安全防范技术/11054648
https://baike.baidu.com/item/自动控制技术/32881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自动控制技术/32881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无人驾驶飞机/155966
https://baike.baidu.com/item/车载计算机/6090034
https://baike.baidu.com/item/应急电源/854983
https://baike.baidu.com/item/电瓶车/7396489


（2）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公司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采用设定目标库存与依照订单生产相结合的生产方式，通常产业公司与客户进行预先沟通，对客

户的需求进行预测后安排生产计划。产业公司根据《生产运作控制程序》对产品生产的各个过程

进行控制，确保生产过程在受控状态下进行，确保产品质量、生产效率和成本控制达到公司要求。 

为适应下游客户需求，产业公司采用的生产模式逐步向“智能化、自动化”发展，使产线既

能保证产品高一致性，又能满足“多批次，小批量”生产，在充分理解设备属性的基础上，按照不

同电池产品建立快速响应的柔性化生产体系，减少非标准化和小批量带来的频繁设备调试的影响，

进而降低生产成本。 

（3）销售模式 

公司产品定位于中高端品牌厂商，通过加强技术和产品研发，完善生产工艺，提高产品品质，

扩建生产能力以增强对客户需求的响应能力。公司目前已与联想、MOTO、传音、TCL、中兴、惠

普等国内外知名智能终端产品品牌厂商建立了良好的商贸合作关系。公司主要以直销方式为主。

首先，公司通过终端客户的供应商资格认证，成为其合格供应商。然后，根据客户提供的订单需

求，设计定制相关电芯或电池产品，组织生产后再销售给客户。 

（4）盈利模式 

公司主要从事锂离子电池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拥有完善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体系，消费类

锂离子电池产品销售是公司收入、利润和现金流的主要来源，同时逐步加深在小动力锂离子电池

领域的布局。 

3、行业情况 

（1）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 

公司主营锂离子电池业务。近年来，锂离子电池产业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

持。锂离子电池行业的行业发展的周期性主要受上游电极材料的技术发展、下游消费电子产品、

电动交通工具和储能装置的影响，目前消费电子产品类锂离子电池已经处于较为成熟稳定阶段，

动力锂离子电池则尚处于成长阶段。根据应用领域的不同，锂离子电池可以分为消费类电池、动

力电池和储能电池，公司产品以消费类锂离子电池和小动力电池为主。 

消费类锂电池主要应用于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移动电源等传统领域和电子烟、无人机、

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等新兴领域。从行业周期角度来看，不同的消费类电池所处周期不一样，

总体来看，在传统消费类领域，锂离子电池市场规模较为稳定，在新兴消费类领域呈现出较快的

发展态势。除动力电池外，3C 消费电子产品也仍将是未来锂离子电池市场需求重要的增长来源，

智能手机以及笔记本电脑等消费电子行业的巨大市场空间将为消费类锂离子电池行业带来持续的

发展动力。 

小动力电池方面，近年来，锂电池在小动力市场特别是电动自行车的应用驱动了小动力电池

市场的需求。小动力市场具有庞大的可替换存量市场，未来随着锂离子电池的成本下降、技术不

断提高，锂电池在电动工具、电动自行车、特种车等小动力市场的渗透率将不断提升，小动力市

场有望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 

（2）公司的行业地位 

目前，公司为行业领先的集锂离子电池研发、制造、销售及服务于一体的新能源科技型企业，

具备电芯制造、封装和系统整合方案一体化能力。经过多年发展，公司消费类锂离子电池业务相

对成熟并具有一定的市场地位。 

维科电池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锂离子电池的研发、制造和销售，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维

科电池凭借其深厚的技术沉淀、成熟的生产工艺、可靠的产品品质，以及快速的技术研发反应能

力和良好的售后服务，获得了国内外客户的广泛认可，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目前是国内

排名前五的 3C 数码电池供应商。维科新能源以维科电池十余年的锂电池生产技术为依托，可定制



开发各种不同用途的电池包，并根据用户的不同需求，提供个性化的电池解决方案，应用领域覆

盖二轮乘用车电池、特种车辆电池、家电用电池、储能电池等，目前已成为两轮车换电行业头部

企业供应商。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3,171,313,866.46 2,720,942,353.36 16.55 2,471,257,834.68 

营业收入 1,744,979,518.01 1,645,001,121.19 6.08 1,602,678,942.81 

扣除与主营业

务无关的业务

收入和不具备

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

入 

1,523,647,367.02 / / /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49,142,739.18 -64,080,936.68   54,579,586.1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3,427,141.27 -75,944,153.70   -162,830,624.1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423,075,857.02 1,359,578,504.02 4.67 1,398,214,578.47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9,606,382.59 -60,375,774.88   -17,225,792.5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206 -0.1520   0.124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168 -0.1520   0.1228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3.53 -4.65 

增加8.18个百

分点 
3.8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99,637,340.15 428,021,812.36 423,175,968.34 694,144,397.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6,254,325.62 50,419,129.58 8,248,524.05 6,729,41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34,011,205.42 -19,741,335.77 -1,925,013.60 -7,749,586.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911,139.12 8,805,713.91 -57,871,013.64 68,760,543.2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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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6,14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6,17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122,305,864 29.06 49,155,864 

质

押 
22,012,065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杨东文   36,686,775 8.72 36,686,775 

质

押 36,686,775 

境外

自然

人 

宁波市工业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35,685,450 8.48   

未

知 

  国有

法人 

杨龙勇   21,161,758 5.03 21,161,758 

未

知 

  境内

自然

人 

宁波保税区耀宝投资

管理中心（普通合伙） 
  7,091,490 1.68 5,643,500 

未

知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李婷   4,403,700 1.05 

  未

知 

  境外

自然

人 

赵新苗 201,700 2,510,000 0.60   未   未知 



知 

曾以刚   2,151,300 0.51 
  未

知 

  未知 

何承命   2,150,002 0.51 

  未

知 

  境内

自然

人 

王成华   2,116,550 0.50 
  未

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公司实际控制人何承命和公司控股股东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报告期末合计持有公司 29.57%股份。2、

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杨东文与李婷为一致行动人，报告期末

合计持有公司 9.76%股份。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本报告期末，公司合并报表内总资产 31.71 亿元，比期初增长了 16.55%，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权益为 14.23 亿元，比期初增长了 4.67%。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实现盈利，实现营业收入 17.45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6.08%，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14.2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1,322.36 万元，主要是报告期内出售投资性

房地产和取得拆迁补偿及各项政府补助所致。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 

2017年，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修订前的收入准则简称“原收入准则”）。新收入准则引入了收入确认计量的五步法，并针对特

定交易（或事项）增加了更多的指引。 

本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开始按照新修订的上述准则进行会计处理，新收入准则要求首次执

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即 2020年 1月 1日）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

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在执行新收入准则时，本公司仅对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

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 

除了提供了更广泛的收入交易的披露外，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当期期初的留存收益金额未

产生重大影响。主要影响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  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重分类 2020 年 1 月 1 日 

预收账款  6,947,893.01  -5,537,757.70 1,410,135.31 

合同负债   4,900,670.53 4,900,670.53 



其他流动负债  637,087.17 637,087.17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  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重分类 2020 年 1 月 1 日 

预收账款  1,550,616.90 -140,481.59   1,410,135.31 

合同负债    124,319.99   124,319.99  

其他流动负债   16,161.60   16,161.60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当期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  目 
新收入准则下 

2020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原收入准则下 

2020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预收账款 129,566.78  16,355,984.22  

合同负债 14,895,926.19    

其他流动负债 1,330,491.25  

销售费用-运输费  8,044,869.96 

营业成本 1,430,555,617.53 1,422,510,747.57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  目 
新收入准则下 

2020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原收入准则下 

2020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预收账款 129,566.78  4,777,500.00  

合同负债 4,269,323.12    

其他流动负债 378,610.10  

销售费用-运输费  71,712.08 

营业成本 463,147,092.97 463,075,380.89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 

财政部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财会〔2019〕21 号，以

下简称“解释第 13号”），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不要求追溯调整。 

①关联方的认定 

解释第 13号明确了以下情形构成关联方：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包括母公

司和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企业的合营企业与企业的其他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此外，

解释第 13号也明确了仅仅同受一方重大影响的两方或两方以上的企业不构成关联方，并补充说明

了联营企业包括联营企业及其子公司，合营企业包括合营企业及子公司。 

②业务的定义 

解释第 13号完善了业务构成的三个要素，细化了构成业务的判断条件，同时引入“集中度测

试”选择，以在一定程度上简化非同一控制下取得组合是否构成业务的判断等问题。 

本公司自 2020年 1 月 1日起执行解释第 13号，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解释第 13 号



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3）执行《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 

财政部于 2020年 6月 19日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20〕

10号），自 2020年 6月 19日起施行，允许企业对 2020年 1月 1日至该规定施行日之间发生的相

关租金减让进行调整。按照该规定，对于满足条件的由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引发的租金减免、延期

支付租金等租金减让，企业可以选择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 

本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该规定，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简称 

宁波维科电池有限公司 宁波电池 

东莞市甬维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甬维 

东莞维科电池有限公司 东莞电池 

南昌维科电池有限公司 南昌电池 

宁波维科能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能源投资 

宁波维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新能 

宁波维科新能源有限公司 维科新能 

深圳维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新能 

深圳维科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维科 

深圳市甬毅科技有限公司 甬毅科技 

深圳一维山科技有限公司 一维山 

深圳云动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云动未来 

镇江维科精华棉纺织有限公司 镇江棉纺 

江西维科技术有限公司 江西维科 

东莞联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东莞联志 

东莞忠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东莞忠信 

维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新能 

东莞维科新能源有限公司 东莞新能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和 “九、在其他主

体中的权益”。 

 

 

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