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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64                             证券简称：宁波东力                             公告编号：2019-040 

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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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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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843,746.69 11,607,673,308.45 -96.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0,082,780.23 -3,147,025,127.52 102.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2,115,241.48 -3,170,030,246.23 1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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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3,115,582.00 -58,575,332.17 156.5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4.50 10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4.50 102.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46% -172.83% 增加 18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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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1,037,140.67 1,700,636,499.11 -2.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46,385,568.94 576,302,788.71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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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 138,500,000 0 质押 137,000,000 

深圳富裕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38% 128,541,423 128,541,423 冻结 128,541,423 

宋济隆 境内自然人 9.78% 68,364,628 51,273,471 质押 48,000,000 

九江易维长和信息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0% 25,204,200 25,204,200 冻结 25,204,200 

母刚 境内自然人 2.92% 20,396,732 20,396,732 冻结 7,001,166 

许丽萍 境内自然人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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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17,655,542 17,655,542   

刘志新 境内自然人 0.90% 6,301,050 6,301,050   

苏州亚商创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3% 4,410,735 4,410,735   

上海亚商华谊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4% 3,780,630 3,7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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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3,800 股外，还通过证券公司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帐户持有 905,000 股，合计持有 3,10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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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284.37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008.28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3,311.56万元。 

子公司东力传动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在积极开拓市场的同时，专注于中高端市场。实施数字化工厂，提高效率，

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增强企业发展原动力。负责起草的“浙江制造”团体标准T/ZZB 1033-2019《F/K/R/S系列模块化减速

机》和作为主要起草单位的行业标准JB/T 13065-2018《重载行星齿轮减速器通用技术要求》正式发布。 

子公司欧尼克公司专注医用门业，打造专业化、高端化、精品化产品，加深与净化公司的战略合作，开拓有影响力医疗

机构的整体解决方案业务。调整产品结构，大力拓展医用门市场，提高企业效率。荣获首届建医界“全国医院建设十大金牌

供应商”、“中国医院建设十佳装饰材料供应商”和“全国医用洁净技术创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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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首次执行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2017 年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

（2017 年修订）》（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 号），于 2017 年 5 月 2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14 号）（上述准则统称“新金融工具

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对财务

报表格式按照财政部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
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的要求进行了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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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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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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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深圳市年富供应链有限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由法院指定的管理人接管，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宋济隆 

二 0 一九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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