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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92                            证券简称：科力尔                            公告编号：2020-039 

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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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力尔 股票代码 002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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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伟 肖仙跃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9 栋 B3

座 5 楼 

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9 栋 B3

座 5 楼 

电话 0755-81958899-8136 0755-81958899-8136 

电子信箱 stock@kelimotor.com stock@kelimot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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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386,162,183.65 399,074,541.89 399,074,541.89 -3.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3,298,517.89 42,987,768.76 42,987,768.76 0.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45,060,192.77 37,871,216.71 37,871,216.71 1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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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7,020,609.07 22,141,083.25 22,141,083.25 112.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47 0.3025 0.3025 0.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47 0.3025 0.3025 0.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3% 6.64% 6.64% -0.5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841,272,098.80 839,673,277.70 839,673,277.70 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58,611,979.90 684,633,415.66 684,633,415.66 -3.80%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按照财政部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不涉及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执行新收入准则不会对公司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导

致本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净利润、总资产和净资产不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财务报表产生

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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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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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葆生 境内自然人 29.12% 41,378,800 41,106,000   

聂鹏举 境内自然人 24.41% 34,695,300 34,695,300   

永州市科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7.18% 10,200,000 10,200,000   

唐毅 境内自然人 2.52% 3,584,000 3,570,000   

刘中国 境内自然人 2.15% 3,060,000 3,060,000   

李伟 境内自然人 1.44% 2,040,000 2,040,000   

刘宏良 境内自然人 0.79% 1,120,000 0   

唐新荣 境内自然人 0.72% 1,020,000 1,020,000   

蒋鼎文 境内自然人 0.68% 960,000 0   

蒋耀钢 境内自然人 0.54% 765,000 76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聂葆生与聂鹏举为父子关系，两人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聂葆生为永

州科旺的普通合伙人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职务，并通过永州科旺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股东外，公司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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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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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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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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影响，全球经济增速继续下滑。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我国统筹推进复工复产、稳就业、保民生、防风险等各项措施，经济运行不断复苏，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升级，但仍然面

临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 

面对国内外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和国外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公司加快推行集团化发展和“人才发展战略”，坚持稳健科

学发展的经营理念，紧紧围绕年度经营目标，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公司以技术创新和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大研发投入，提

升公司核心竞争力，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推动差异化竞争策略，加大国内市场开拓力度。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稳健发

展，克服了国内外疫情的严重影响，企业管理持续加强，财务状况保持稳健，可持续发展能力得以巩固和增强。 

2020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8,616.22万元，实现营业利润5,056.8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48%；实现利润总额

4,948.3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0.4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329.8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0.72%；公司主营

业务毛利率同比上升，实现扣非净利润4,506.02万元，同比增长18.98%。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84,127.21万元，

比年初增长0.1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65,861.20万元，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1、多头并进，集团化发展初见成效 

公司持续优化和完善集团管控职能，以深圳市科力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作为深圳产业发展的控股平台，立足微特电机及

其驱动、控制系统主业，推动产品多元化发展。深圳市科力尔运动控制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科力尔泵业有限公司、深圳市

科力尔工业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等新成立的子公司迅速投入产业化，将推动公司持续快速发展。 

2、抵御国外疫情的冲击，国内市场快速增长 

2月底公司复工后，果断决策，大力拓展国内市场，各部门紧紧围绕市场需求，通力协作，直面加强与核心客户的深度

合作，以国内高端品牌家电和3D打印机为主，优化客户结构，进一步扩大市场。报告期内，国外区域实现销售收入21,936.89

万元，同比下降21.59%；国内区域实现销售收入15,757.88万元，同比增长40.33%，除串激电机受疫情影响较大外，其他各

类电机产量和销量都保持稳步提升，公司继续保持在家电电机行业的领先地位，步进电机在3D打印行业巩固了龙头地位，

并在智能安防、银行ATM机等领域取得了新的突破，与海康威视建立了合作关系。 

3、未雨绸缪，加大投入扩大产能 

2020年突然爆发的新冠疫情对公司上半年的业绩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也为公司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公司未雨绸缪，

果断调整经营战略，逆势而上，在国外疫情持续蔓延的不利情况下，加大固定资产投入，公司各类电机和智能驱控系统的产

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下半年，随着国外需求的逐步复苏，公司将重回快速发展之路。 

4、加大研发投入，拓宽新的应用领域，再添发展后劲 

借助深圳研发中心引进了一大批高端研发人才，加大研发投入，2020年上半年研发投入增长11.42%，成功开发一系列

新产品，持续在智能家居、医疗器械、3D打印、智能安防、银行ATM机、机器人及电子制造设备、锂电池制造设备、数控

机床、纺织机械等自动化设备的细分市场不断拓展，进一步提升公司市场份额，运动控制类产品逆势快速增长，同比增幅达

93.29%。一批新产品、新技术的储备和细分市场的拓展，为公司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5、严格规范运作，完善公司治理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和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努力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强化资金管理，推动公司制度化建

设和规范运作，进一步优化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报告期内，公司秉承稳健的发展理念，严格控制风险，截至报告期末，公司

无银行贷款、大股东无股票质押，始终保持良好的现金流和低负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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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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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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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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