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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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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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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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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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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鼎力 60333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 名 梁 金 汪 婷 

电 话 0572-8681698 0572-8681698 

办公地址 浙江省德清县雷甸镇白云南路1255号 浙江省德清县雷甸镇白云南路1255号 

电子信箱 dingli@cndingli.com dingli@cndingli.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5,321,787,526.82 4,859,452,593.95 9.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96,101,265.39 3,207,493,644.26 9.0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6,648,602.96 56,919,527.11 1,229.33 

营业收入 1,501,127,876.37 848,732,472.88 76.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8,511,148.70 260,270,344.25 56.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4,859,515.03 234,408,091.86 68.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97 9.59 增加2.3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4 0.54 55.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4 0.54 55.56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1,30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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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股份数量 

许树根 境内自然人 47.49 230,564,600 0 无   

德清中鼎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64 61,388,740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7.78 37,753,390 0 未知   

许志龙 境内自然人 2.12 10,273,613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其他 1.56 7,553,278 0 未知   

沈志康 境内自然人 1.26 6,098,800 0 未知   

中信证券－中信银行－中信证券

红利价值一年持有混合型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1.07 5,170,897 0 未知 

  

UBS  AG 其他 1.03 5,000,315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易方达价值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0 3,394,809 0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

城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9 2,883,334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许树根和许志龙系兄弟关系，许树根和许志龙分别参股德

清中鼎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加之新冠疫情影响，对经济造成较大冲击，国内外经济下行压

力增大，企业经营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面对新形势和新困难，公司上下沉稳应对，众志成城，合力攻坚，在做

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有序复工复产，努力推进各项工作部署，全员坚定信心，以决战决胜之势奋力拼搏，实

现经营业绩快速提升。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0,112.79 万元，同比增长 76.87%；实现利润总额 48,455.05 万元，同

比增长 56.4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851.11 万元，同比增长 56.96%。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

总资产 532,178.75 万元，同比增长 9.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9,610.13 万元，同比增长 9.00%。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围绕既定的经营计划主要开展了如下工作： 

1、强基提效，全力以赴促生产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改进和完善管理体系，切实加强基础管理工作，提升各部门、车间、班组、工段管理水

平，以安全、优质、高效完成各项生产经营任务为目标，持续深化精细化管理，细化措施，强化执行力，夯实基

础，提升发展后劲，促进内涵式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全员统一思想，齐心协力，一手抓防疫，一手抓生产，确保防疫、生产两不误。为降低疫情

带来的负面影响，公司紧盯生产任务，以攻为守，开足马力加大生产力度，全速生产、加速发货，加快在手订单

生产交付进度，开启“极速模式”，刷新“鼎力速度”。公司上下一心，众高管齐守一线，各部门上下联动，全员

卯足干劲，凝心聚力，共克时艰，全力以赴打好“复工防疫”攻坚战。 

2、匠心独运，精益求精铸新品        

报告期内，公司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匠心打造绿色产品，重磅推出 7 款高品质电动臂式系列新品，全行

程最大载重 454kg，最大工作高度覆盖 24.3 米—30.3 米，为业内现有电动臂式最大工作高度，该系列新品具备节

能环保无噪音、安全实用动力强、维保便捷易运输、长续航更经济等诸多优势，能满足国家电网、核电站、中石

化、中石油、高铁、机场、隧道、居民小区等对环保排放有严格要求的领域。 

同时，公司持续优化剪叉产品，深耕细作，坚持精益求精的“鼎力态度”，研发推出覆盖全高度机型的鼎力终

极双交流剪叉产品，该系列产品不仅安全性、稳定性、耐用性俱佳，使用高效，可实现整机免维护，更具超强涉

水能力，防水等级高，能适应积水遍布的恶劣工况，解决设备涉水故障之忧。为租赁商客户提供最大便捷，公司

产品服务再升级，将终极交流剪叉系列产品质保期提升至 3 年，成为国内首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提出高空作业平

台质保三年的企业。这不仅是公司对自身产品质量信心的体现，也将有力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促进公司可持续

发展。 



3、同舟共济，攻坚克难创佳绩 

突如其来的疫情对公司上下游企业都产生了不同的冲击。作为命运共同体，公司始终与合作伙伴同舟共济、

并肩前行。报告期内，公司推出重磅客户关怀举措，对于所有分期付款的客户，允许无条件延期一期付款，以缓

解客户面临的暂时性现金流压力。同时，公司主动关怀供应商、租赁商客户，组织采购口罩等抗疫物资进行支援，

体现“鼎力温度”。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一方面争分夺秒赶制订单，全力以赴消除延期复工带来的影响，

最大限度满足在手订单的交付。公司根据国内外疫情发展态势，灵活调整生产计划和销售重心，第一季度抢先发

货海外订单；第二季度国内疫情控制后，下游需求复苏，特别是大租赁公司不断扩大设备规模，公司发力国内市

场。另一方面，公司不断加强对行业发展的把握及市场需求的理解，持续提升研发、创新能力，层出不穷推出业

内领先的竞争力强、有差异化优势的新品和服务，有效满足客户需求。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国内主营业务收入

109,027.12 万元，同比增长 171.69%，销售占比 75.69%，较去年同期提升 24.56 个百分点。 

随着施工场景多样化和工况复杂性驱动，臂式高空作业平台需求不断增加，公司积极开拓国内臂式高空作业

平台市场。2020 年上半年，公司臂式产品国内销售额为 9,815.90 万元，同比增长 37.11%。 

4、稳推项目，产能扩建破瓶颈 

臂式产品作为新发展重心，公司积极完成臂式产品及产能布局。报告期内，公司扎实推进募投项目“大型智

能高空作业平台建设项目”的建设工作，现已接近尾声。该项目投产后可新增年产 3,200 台大型智能高空作业平

台，能有效解决臂式产品产能瓶颈，大力提升公司臂式产品的生产能力，增强公司在高空作业平台高端市场的竞

争优势，助力高端产品市场拓展，谱写“鼎力新高度”。 

   5、守正出新，锐意进取攻科研 

公司坚持以科技研发为依托，以技术创新为动力，致力于探索高空作业平台最前沿技术，研发世界最先进的

高空作业平台产品。公司设有鼎力欧洲研发中心及国内省级企业研究院、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省级研发中心、省

级工业设计中心，现已获得专利 243 项，其中发明专利 87 项，海外专利 41 项，居国内高空作业平台行业首位。

公司已连续多年入选“Access M20”榜单，据《Access International》最新发布的“2019全球高空作业平台制

造企业 20 强”榜单，公司位列全球第 6 位。 

报告期内，公司 BT30ERT 型电动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凭借业内领先的技术优势和产品性能，摘得“中国工程

机械年度产品 TOP50（2020）”。该产品采用纯电驱动，配置免维护高容量锂电池组，最大工作高度达 30.3 米，

突破业内电动臂式新高度，具有大载重、强动力、易维保、高底盘、高节能、操控稳、故障低、易运输等优势，

综合性能卓越。同时，公司新推出了节能环保、超大载重、操控灵活的电动越野剪叉 JCPT2212DC 和 JCPT2223DC，

电动款越野剪叉产品不仅动力强劲、四驱四转、高效灵活，还兼具节能、无噪音、零排放等特性，更适应环境要



求较高的特殊工况，深受客户喜爱。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详见 2020 年半年度报告“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之“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

估计的变更”之说明。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