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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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未发生变更，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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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73,450,75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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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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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力科技 股票代码 3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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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夏巍 梁钰琪 

办公地址 浙江绍兴新昌县新昌大道西路 1365 号 浙江绍兴新昌县新昌大道西路 1365 号 

传真 0575-86060996 0575-86060996 

电话 0575-86226808 0575-86226808 

电子信箱 xiawei.zhang@china-springs.com yuqi.liang@china-springs.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自成立以来，主要从事高端弹簧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产品主要包括悬架系统弹簧、动力系统弹簧、车身

及内饰弹簧、通用弹簧及其他弹簧产品等五大类，主要应用于汽车行业，在汽车主机厂和世界知名汽车零部件企业中，积累

了深厚的客户资源和较高的市场口碑。除此之外，公司产品在机械、园林、五金、仪器仪表、家用电器等主要市场，亦有广

泛的应用。 

    2018 年，公司完成对上海科工 100%股权的收购工作，上海科工自 2018 年 4 月 30 日起，加入公司并表范围，公司的业

务开始拓展至模具及汽车塑料内饰件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业务。上海科工成立于 1993 年，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已经在汽

车零部件行业中，确立一定的行业地位，客户主要包括安凯希斯、伟巴斯特、奥托立夫等。 

    (2)公司主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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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公司的产品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弹簧产品及精密注塑件产品。 

      1）弹簧产品 

     公司的弹簧产品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五类：悬架系统弹簧、动力系统弹簧、车身及内饰弹簧、通用弹簧及其他弹簧产品。 

产品系列名称 主要产品 产品示例 

悬架系统弹簧 悬架弹簧、稳定杆 

 
 

车身及内饰弹簧 各种异形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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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系统弹簧 气门弹簧 

 

通用弹簧 圆柱弹簧 

 

其他弹簧产品 冲压件等其他弹簧 

 

      2）精密注塑件产品 

     公司的精密注塑件产品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四类：安全系统零部件、方向盘系统部件、遮阳板总成及天窗部件和其他产

品零部件。 

产品系列名称 主要产品 产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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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系统零部件 

安全带锁扣部件、锁舌、

导向件、高挑器部件、支

架部件、安全气囊部件、

安全带卷簧组件 

 

方向盘系统部件 

方向盘上盖与底罩部件、

方向盘上盖、方向盘上盖

装饰件、方向盘总成 

 

遮阳板总成及天窗部件 

遮阳板化妆镜、遮阳板轴

杆、遮阳板总成、天窗把

手盖、天窗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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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产品零部件 

汽车管路系统部件、汽车

内部装饰件、汽车杯架、

汽车轮箍及螺母罩 

 

    （3）行业情况  

    公司所处的行业为通用设备制造业中的通用零部件制造行业，鉴于公司及子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汽车行业，公司亦归属

于汽车零部件行业。 

    1）通用制造业基本情况 

    通用设备制造业是装备制造业中的基础性产业，为工业行业提供动力、传动、基础加工、起重运输、热处理等基础设备，

钢铁铸件、锻件等初级产品和轴承、齿轮、紧固件、弹簧、密封件等基础零部件。行业产品应用领域广泛，主要涵盖航空航

天、交通运输、石油化工等市场。 

    我国通用设备制造行业集中度较低，产业链发展不平衡，行业内企业在高端产品市场竞争力不强。近年来，在《国务院

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 年）》，《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

展规划》等产业政策的支持下，通用设备制造业的科研投入不断提高，高档数控机床、关键基础零部件等基础装备及配套产

品成为发展重点，相关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持续提高。2015 年 5 月 8 日，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 2025》，部署全面推进实施

制造强国战略，立足国情，立足现实，力争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中国制造 2025》提出强化前瞻性基

础研究，着力解决影响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产品性能和稳定性的关键共性技术；建立基础工艺创新体系，开展先进成

型、加工等关键制造工艺联合攻关；支持企业开展工艺创新，培养工艺专业人才；加大基础专用材料研发力度，提高专用材

料自给保障能力和制备技术水平。 

    通用零部件制造是通用设备制造业中重要的子行业，包括组成各类通用设备的基础零部件，如齿轮、紧固件、链条、弹

簧、粉末冶金、传动联结件等。近年来，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拉动了我国弹簧行业的快速增长，机械设备更新换代的需要和

配套主机性能提高的需要对弹簧行业技术水平、质量水平的提升有较大的促进作用。根据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工业协会数据，

汽车弹簧产品产销量约占整个弹簧产销量的 50%以上，用量大，同时对技术水平的要求也高。同时，弹簧制造业的发展促

进了上游和横向产业的联动发展。 

    2）汽车零部件行业基本情况 

    汽车零部件行业属于汽车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汽车工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在国家经济成长和社会进步中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创造了巨大国民生产总值、促进新技术发展，并带动了交通运输等相关产业及经济的发展，形成系统性的

产业集群。 

    中国汽车工业自 21 世纪初开始爆发，2010 年之前属于超高速增长时间。自 2011 年起，汽车增速明显回落。同时，随

着国内汽车保有总量的提升，以及二手车市场的逐步规范及限控力度的降低，国内汽车市场需求增长的动力逐渐减弱，2018

年，国内汽车行业，产量和销量更是创下 28 年以来的首次下降，2019 年和 2020 年，汽车产销量继续延续下跌趋势。未来，

一方面，汽车行业将进入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的新常态，另一方面，汽车整体保有量仍将逐步提升，汽车零部件行业将逐渐

进入后市场阶段。 

    近年来，随着国家《中国制造 2025》、《工业强基》等发展战略的发布、实施，以及区域供应链改革、去落后产能、

深度国产替代序幕拉开等，都促使汽车零部件行业企业出现了明显的两级分化，其中，核心、优质的汽车零部件企业脱颖而

出，成为新一轮国产替代的先行者和佼佼者，无论是在替代的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有明显提升，成为零部件行业未来持续发

展的主要内在动力。核心、优质的汽车零部件企业脱颖而出，成为新一轮国产替代的先行者和佼佼者，无论是在替代的广度

还是深度上，都有明显提升，成为零部件行业未来持续发展的主要内在动力。 

    (4）行业地位 

    在弹簧领域，公司是目前国内自主品牌弹簧制造企业中的佼佼者，在品牌、技术、规模、资金及管理方面，具有一定的

优势，公司已经与诸多国际汽车零部件一级供应商，如万都、佛吉亚、礼恩派、德尔福、延锋江森等，建立了长期而稳定的

合作关系，并进入国际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的全球化采购系统。同时，公司还是国内外一些知名汽车主机厂的一级供应商，包

括长安福特、吉利汽车、长城汽车、比亚迪汽车、北汽福田、陕汽集团、东风雷诺等。公司已拥有的广泛客户资源是持续稳

定发展的可靠保障。 

     在精密注塑件业务领域，公司子公司上海科工是上海精密塑料模具重点骨干企业、上海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2017-2018）也是上海市总工会职工技协确认的工程塑料模具制造及成型技术教育培训基地和上海市工程技术大学产学研

https://www.baidu.com/s?wd=%E6%B1%BD%E8%BD%A6%E5%B7%A5%E4%B8%9A&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mWKBPWf3P1-9uHRdnHcz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j04rjnLnW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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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基地。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发展，上海科工已经在精密注塑模具及成型技术和塑件表面处理、喷涂加工等领域，具有一定

的知名度，主要客户包括安凯希斯、伟巴斯特、奥托立夫等知名零部件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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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3,611,550.31 601,486,573.88 11.99% 545,088,788.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245,365.28 18,079,518.63 122.60% 19,920,959.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407,056.87 14,118,315.26 157.87% 12,214,212.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631,525.15 65,677,542.68 25.81% 35,366,049.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 0.10 130.00% 0.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 0.10 130.00% 0.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32% 2.73% 3.59% 2.99%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183,327,250.93 1,092,933,869.54 8.27% 1,017,953,76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53,128,920.80 620,606,030.47 5.24% 662,165,09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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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836,007.99 147,532,401.90 182,665,000.67 240,578,139.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64,425.20 16,522,695.51 16,024,446.53 8,862,648.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79,068.31 14,555,803.55 15,466,361.42 8,163,960.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559,973.62 21,381,860.99 16,801,417.68 10,888,27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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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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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57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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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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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章碧鸿 
境内自然

人 
42.60% 76,230,400 57,172,800   

长江成长资

本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87% 10,504,200 0   

章竹军 
境内自然

人 
4.91% 8,782,200 0   

广州力鼎恒

益投资有限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01% 5,388,000 0   

王光明 
境内自然

人 
2.49% 4,461,800 0   

京新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04% 3,648,480 0   

俞爱香 
境内自然

人 
1.17% 2,090,000 0   

朱彩娟 
境内自然

人 
0.73% 1,300,000 0   

张晓蕾 
境内自然

人 
0.44% 793,800 0   

上海明汯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明汯

价值成长1期

私募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36% 652,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章碧鸿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章竹军为章碧鸿之弟，根据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章竹军为章碧鸿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

未知前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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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行业概述 

   2020年第一季度，受到国内疫情的影响，国内经济和汽车工业均受到剧烈冲击，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状态，汽车销量出现

断崖式下跌。疫情当前，党中央、国务院、各级政府快速决策部署,扎实推进复工复产，出台了一系列保障物资供应、促进

开工生产、降低企业税负的有利政策。在上述政策的推动下，及汽车行业相关企业的自身努力与拼搏下，自2020年第二季度

起，汽车行业逐渐开始探底回暖，至2020年底，全国全年累计实现汽车产销量2,521.13万辆和2,531.74万辆，其中乘用车产

销分别为1,999.4万辆和2,017.8万辆,同比分别下降6.5%和6%，降幅比上年分别收窄2.7和3.6个百分点。 

    伴随着行业负增长、竞争加剧，和汽车销售价格的逐渐走低，越来越多的合资、外资汽车主机厂商，开始积极寻找、培

育国内优质的零部件制造企业，并达成战略同盟关系，发挥国产零部件的进口替代作用；同时，随着国内主机厂商如吉利、

长城、长安等的蓬勃兴起与发展，也给国内优质的零部件厂商提供了新的机遇。受到国内汽车工业变革、转型的冲击，国内

汽车零部件行业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两极分化趋势越发明显，其中部分合资品牌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市场份额逐渐受到压缩，

开始考虑退出中国市场，而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规模化国产零部件企业，产品市场占有率逐渐提升，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小

微型企业，则逐渐被市场淘汰。 

   （2）公司经营情况概述 

    公司主要生产弹簧及精密注塑件等相关产品，其中 90%以上的产品应用于汽车行业，故公司与汽车零部件行业及汽车行

业之间，均存在着较强的联动效应。以 2020 年度为例，乘用车销量前十的车企和商用车销量前十的车企中，吉利汽车、长

安汽车、北汽福田、陕汽集团等，均是公司的直接客户。报告期内，公司在合资汽车主机品牌，如长安福特、上海通用、东

风日产等公司获得产品定点。在新能源汽车方面，量产的客户主要有比亚迪、理想汽车，蔚来、小鹏、岚图、特斯拉等主机

厂，公司也已进入供应商体系。2020 年度，公司对上述新能源客户实现销售收入已超过 1,000 万元，虽然未对报告期公司

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但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持续发展，预计未来在公司营业收入中的占比将逐渐增大。除上述主机厂客户

外，公司其他客户如万都、礼恩派、佛吉亚、奥托立夫、伟巴斯特、延锋汽车智能安全系统等公司，均为全球或者国内知名

的汽车零部件厂商。 

   本年度，公司整体经营情况向好，营业收入、净利润情况与去年同期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实现营业收入

6.74亿元，同比增加11.99%，全年实现净利润4,015.96万元，同比增加77.72%，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4,024.54万元，同比增加122.60%。 

(3）2020年度公司主要工作 

    2020年度，公司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1）实施大客户及战略客户重点突破工作。报告期初，公司制定了年度战略客户及战略项目清单，重点跟进和突破。本



浙江美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9 

年度，公司在在客户和项目开发方面，取得的进展主要包括：对主机厂客户的直接销售比例与2019年度相比，有较大幅度上

升，合计突破公司整体营业收入的20%；悬架系统弹簧产品开始进入大众汽车集团（中国）的路试测试阶段，部分项目已经

获得预定点。在精密注塑件领域，公司子公司上海科工成功进入宁波群英出风口业务，获得了上海大众、通用雪佛兰、福特

林肯等项目的业务定点，另外在新能源汽车业务上，为宁波群英配套了上汽大众、上汽奥迪的充电桩面板和充电枪的注塑件

业务。 

   2）自2020年3月起，公司即开始筹备发行可转债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事宜。本次发行，公司拟募集资金3亿元，用于年产9,500

万件高性能精密弹簧建设项目、新材料及技术研发中心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报告期内，公司已经完成可转债发行的

反馈意见回复、通过深交所审核委员会审核、注册环节回复等重要工作，并于2021年1月，取得证监会的同意注册批复，公

司可转债于2021年2月24日上市，债券代码：123097，债券名称：美力转债。 

    3）推进新产业园区的建设项目。报告期内，公司对大明市地区新产业园区的建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中。本年度，公

司大明市新产业园区的厂房主体结构建设基本完成，后续将在完成内部装修、其他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等工作后，进行竣工验

收，预计将于2021年度投入使用。 

4）积极开展和推进复合材料的研发、生产及验证工作。报告期内，已经购置部分研发生产设备，可实现小批量生产，

部分项目正在洽谈和论证中，其中江西五十铃项目，已经完成前期的疲劳试验和装车路试试验。如后续进展顺利，可对该客

户实现小批量供货。 

    5）在行业寻找合适的收购兼并标的。报告期内，公司与多家潜在的标的公司，进行了初步的沟通，并选择韩国的大圆

钢业株式会社作为进一步商洽的对手方。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公司已经与大圆钢业株式签署了《投资意向协议》，并支付

了1,800万元的意向金，后续的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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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悬架系统弹簧 257,005,729.87 17,750,540.70  6.91% 30.46% -17.53% -4.02% 

车身及内饰弹

簧 

156,267,109.64 62,601,338.63  40.06% -0.45% -4.04% -1.50% 

精密注塑件 129,224,685.99 31,923,338.71  24.70% -7.53% -11.47% -1.10% 

说明：2020 年度，根据最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将 2019 年度原列报在销售费用项下的物流运费、仓储费用，调整至营业成本

项下列报。上述调整，对报告内公司产品毛利率产生了部分影响，致使报告期产品毛利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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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122.60%，一方面系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加，一

定程度上提升了公司的营业利润，同时，在扣除仓储、运输费列支营业成本的影响，主要产品毛利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一

定程度的提升；另一方面，系 2019 年度公司单项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上海科工商誉减值、因北美美力拟注销进行相应

的会计处理等导致较高的损失，致使去年的净利润基数较小所致。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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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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根据相关新

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

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①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 2020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 年 1 月 1 日 

预收账款 1,727,576.18 -1,727,576.18  

合同负债  1,528,828.48 1,528,828.48 

其他流动负债  198,747.70 198,747.70 

②对 2020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合同变更，公司采用简化处理方法，对所有合同根据合同变更的最终安排，识别已履行的

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确定交易价格以及在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之间分摊交易价格。采用该简化方法对公司财

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2）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9 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

用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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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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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美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章碧鸿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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