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汇率风险是指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或未来现金流量因外汇汇率变动而发

生波动的风险。

本公司持续监控外币交易和外币资产及负债的规模，以最大程度降低面临

的外汇风险。

本公司面临的汇率风险主要来源于以美元计价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外

币金融资产和外币金融负债折算成人民币的金额列示如下：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美元 其他外币 合计 美元 其他外币 合计

货币资金 321,932,300.19 321,932,300.19 106,310,284.31 716,233.12 107,026,517.43

应收账款 45,466,138.25 4,842,350.38 50,308,488.63 39,621,251.03 337,008.35 39,958,259.38

其他应收款 175,172.74 175,172.74

其他应付款 261,591.94 261,591.94

合计 367,398,438.44 4,842,350.38 372,240,788.82 145,931,535.34 1,490,006.15 147,421,541.49

于2020年12月31日，在所有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人民币对美

元升值或贬值1%，则公司净利润无重大影响。 管理层认为1%合理反映了下一

年度人民币对美元可能发生变动的合理范围。

3、 其他价格风险

其他价格风险是指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或未来现金流量因汇率风险和利

率风险以外的市场价格变动而发生波动的风险。

九、 公允价值的披露

公允价值计量所使用的输入值划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输入值是在计量日能够取得的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未经调

整的报价。

第二层次输入值是除第一层次输入值外相关资产或负债直接或间接可观

察的输入值。

第三层次输入值是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不可观察输入值。

公允价值计量结果所属的层次，由对公允价值计量整体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的输入值所属的最低层次决定。

(一)�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的期末公允价值

项目

期末公允价值

第一层次公允价值

计量

第二层次公允价值计

量

第三层次公允价

值计量

合计

一、持续的公允价值计量

◆交易性金融资产 155,069,279.35 155,069,279.35

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155,069,279.35 155,069,279.35

（1）理财产品 155,000,000.00 155,000,000.00

（2）远期结汇利得 69,279.35 69,279.35

◆应收款项融资 4,234,647.96 4,234,647.96

持续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总额 159,303,927.31 159,303,927.31

十、 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一)�本公司的母公司情况

母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母公司对本公司的

持股比例(%)

母公司对本公司的表

决权比例(%)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艾思睿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宁波市北仑区 投资管理 人民币4000万 50.63 50.63

本公司最终控制方是：张和君。

(二)�本公司的子公司情况

本公司子公司的情况详见本附注“七、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

(三)�关联交易情况

1、 关联担保情况

本公司作为被担保方：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方式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张和君 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00.00 连带责任担保 2018/10/17 2023/12/31

张和君 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0,000.00 连带责任担保 2020/7/27 2023/7/27

张和君 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司 11,000,000.00 连带责任担保 2020/7/27 2023/7/27

张和君 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40,000,000.00 连带责任担保 2020/8/12 2025/8/12

张和君 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0,000,000.00 连带责任担保 2020/9/27 2021/9/27

张和君 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55,000,000.00 连带责任担保 2020/7/27 2023/7/27

张和君 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80,000,000.00 连带责任担保 2020/9/15 2021/9/14

张和君 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00 连带责任担保 2020/9/15 2021/9/14

张和君 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司 40,000,000.00 连带责任担保 2020/9/15 2021/9/14

张和君 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00 连带责任担保 2020/8/12 2025/8/12

2、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14,641,060.48 10,292,205.20

十一、 本期无股份支付。

十二、 承诺及或有事项

(一)�重要承诺事项

1、 资产负债表日存在的重要承诺

资产质押情况：

（1）公司、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子公司宁波德业变频

技术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13日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编号为

1218CD8241、1218CD8240、1218CD8242的《银行承兑总协议》。截止2020年

12月31日，公司以人民币7,741,975.32元保证金质押、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

器科技有限公司以人民币8,707,820.37元保证金质押、 子公司宁波德业变频

技术有限公司以4,735,111.83元保证金质押，为在该行的以下事项提供担保：

1）为公司开具的金额为1,764,000.00元（期限为2020年7月17日至2021

年1月17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2） 为公司开具的金额为11,002,357.98元 （期限为2020年7月29日至

2021年1月29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3） 为公司开具的金额为12,982,851.43元 （期限为2020年8月27日至

2021年2月27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4）为公司开具的金额为57,375.00元（期限为2020年10月29日至2021年

4月29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5） 为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在该行金额为10,817,

580.36元（期限为2020年7月29日至2021年1月29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

保；

6）为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在该行金额为200,000.00元

（期限为2020年11月3日至2021年2月3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7）为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在该行金额为1,724,400.00

元（期限为2020年8月11日至2021年2月11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8）为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在该行金额为996,000.00元

（期限为2020年8月17日至2021年2月17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9）为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在该行金额为2,632,827.25

元（期限为2020年11月30日至2021年2月28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10）为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在该行金额为93,781.15元

（期限为2020年9月2日至2021年3月2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11） 为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在该行金额为3,333,

715.00元（期限为2020年9月28日至2021年3月28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

保；

12）为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在该行金额为89,402.00元

（期限为2020年11月17日至2021年5月17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13） 为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在该行金额为14,971,

768.25元（期限为2020年11月30日至2021年5月30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

担保；

14） 为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在该行金额为196,889.62

元（期限为2020年12月7日至2021年6月7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15）为子公司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司开具的金额为15,783,706.10元

（期限为2020年7月31日至2021年1月31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2） 子公司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司于2020年8月28日与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支行签订了编号为2010C10328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

同》，以人民币6,189,218.66元保证金质押为子公司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

司在该行金额为20,630,728.95元 （期限为2020年8月28日至2021年2月28

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3） 子公司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司于2020年9月29日与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支行签订了编号为2010C10377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

同》，以人民币1,206,494.68元保证金质押为子公司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

司在该行金额为12,064,946.78元 （期限为2020年9月29日至2021年3月29

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4）子公司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司于2020年10月29日与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支行签订了编号为2010C10407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

同》，以人民币2,257,956.88元保证金质押为子公司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

司在该行金额为22,579,568.72元 （期限为2020年10月29日至2021年4月29

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5）子公司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司于2020年11月30日与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支行签订了编号为2010C10450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

同》，以人民币1,916,737.20元保证金质押为子公司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

司在该行金额为19,167,371.95元 （期限为2020年11月30日至2021年5月30

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6）子公司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司于2020年12月30日与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支行签订了编号为2010C10493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

同》，以人民币1,637,258.98元保证金质押为子公司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

司在该行金额为16,372,589.72元 （期限为2020年12月30日至2021年6月30

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7） 公司于2020年9月27日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签订了编

号为30620001101的《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合同》。 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公司

以人民币732,009.08元保证金质押为在该行的以下事项提供担保：

1）为公司开具的金额为7,318,813.73元（期限为2020年9月28日至2021

年3月28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8）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于2020年8月28日、2020年9

月28日、2020年10月14日、2020年11月30日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签订了编号为207051、207092、207097和207115 《中信银行电子银行承兑

汇票承兑协议》。 截止2020年12月31日，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

司以人民币5,683,843.51元保证金质押为在该行的以下事项提供担保：

1） 为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开具的金额为18,946,

144.94元（期限为2020年8月28日至2021年2月28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

保；

2） 为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开具的金额为20,173,

829.54元（期限为2020年9月28日至2021年3月28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

保；

3）为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开具的金额为184,305.00元

（期限为2020年10月14日至2021年4月14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4）为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开具的金额为3,928,444.30

元（期限为2020年11月30日至2021年5月30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9）公司、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子公司宁波德业变频

技术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15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签订了编

号为YTSHZW3026号的《蕴通账户服务协议》，截止2020年12月31日，该合同

项目下的担保余额为零。

（10）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于2020年9月15日与广发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签订了编号为 （2020） 甬银综授额字第000306号

-01 《商业汇票贴现额度合同》（期限为2020年9月15日至2021年9月14日）。

截止2020年12月31日， 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以人民币5,

045,004.91元保证金质押为在该行的以下事项提供担保：

1）为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开具的金额为1,986,170.04

元（期限为2020年10月29日至2021年1月29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2） 为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开具的金额为16,962,

407.19元（期限为2020年10月29日至2021年4月29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

担保。

（11） 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于2020年12月29日与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支行签订了编号为0390100007-2020（承兑

协议）00114号的《银行承兑协议》。截止2020年12月31日，子公司宁波德业日

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以3,219,484.79元保证金质押为在该行的以下事项提供

担保：

1） 为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在该行的金额为2,355,

384.00元（期限为2020年12月29日至2021年3月29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

担保；2） 为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在该行的金额为29,839,

462.05元（期限为2020年12月29日至2021年6月29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

担保。

（12）公司、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子公司宁波德业变

频技术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大碶支行签订协议，合计冻

结金额30,000.00元作为车辆ETC保证金；

（13）公司、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宁波北仑

支行签订协议，合计冻结金额30,000.00元作为车辆ETC保证金。

保证事项：

（1） 子公司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司于2020年9月15日与广发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签订了编号为（2020）甬银综授额字第000307号，最高额

200,000,000.00元的《授信额度合同》（期限为2020年9月15日至2021年9月

14日）；公司于2020年9月15日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签订了编号

为 （2020） 甬银综授额字第000307号-担保02， 最高额40,000,000.00元的

《最高额保证合同》（期限为2020年9月15日至2021年9月14日）。 为子公司宁

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司在该行签订的期间为2020年9月15日至2021年9月

14日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担保。截止2020年12月31日，该保证合同项目下的担保

余额为零。

（2） 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于2020年5月19日与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签订编号为6299200504， 最高额为50,000,

000.00元的《授信协议》（期限为2020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19日），公司

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签订编号为6299200504-1的《最高额不

可撤销担保书》（期限为2020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19日）。 为子公司宁波

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在该行签订的期间为2020年5月20日至2021年5

月19日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担保。 截止2020年12月31日，该保证合同项目下的

担保余额为零。

（3） 公司于2020年5月19日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签订编号

为6299200503，最高额为60,000,000.00元的《授信协议》（期限为2020年5

月20日至2021年5月19日），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子公司

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签订编号为

6299200503-1号、6299200503-2号，最高额为60,000,000.00元的《最高额

不可撤销担保书》（期限为2020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19日）。为公司在该行

签订的期间为2020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19日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担保。 截止

2020年12月31日，该保证合同项目下的担保余额为零。

（4） 子公司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司于2020年5月19日与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签订了编号为6299200505， 最高额50,000,000.00元的

《授信协议》（期限为2020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19日）； 公司于2020年5月

20日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签订了编号为6299200505-1，最高额

50,000,000.00元的 《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期限为2020年5月20日至

2021年5月19日）。 为子公司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司在该行签订的期间为

2020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19日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担保。截止2020年12月31

日，该保证合同项目下的担保余额为零。

（5） 子公司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13日与宁波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签订了编号为01201KB20188110， 最高额为50,000,000.00元的

《最高额保证合同》（期限为2018年8月13日至2023年12月31日）。 为公司在

该行签订的期间为2018年8月13日至2023年12月31日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担

保。 截止2020年12月31日，为在该行的以下事项提供担保：

1）为公司开具的金额为1,764,000.00元（期限为2020年7月17日至2021

年1月17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2）为公司开具的金额为11,002,357.98元（期限为2020年7月29日至2021年1

月29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3） 为公司开具的金额为12,982,851.43元 （期限为2020年8月27日至

2021年2月27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4）为公司开具的金额为57,375.00元（期限为2020年10月29日至2021年

4月29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6） 公司于2018年10月17日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编号为

01201KB20188125号，最高额为30,000,000.00元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期

限为2018年10月17日至2023年12月31日）， 为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

有限公司在该行签订的期间为2018年10月17日至2023年12月31日的全部主

合同提供担保。 截止2020年12月31日，为在该行的以下事项提供担保：

1） 为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在该行金额为10,817,

580.36元（期限为2020年7月29日至2021年1月29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

保；

2）为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在该行金额为200,000.00元

（期限为2020年11月3日至2021年2月3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3）为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在该行金额为1,724,400.00

元（期限为2020年8月11日至2021年2月11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4）为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在该行金额为996,000.00元

（期限为2020年8月17日至2021年2月17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5）为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在该行金额为2,632,827.25

元（期限为2020年11月30日至2021年2月28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6） 为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在该行金额为93,781.15元

（期限为2020年9月2日至2021年3月2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7）为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在该行金额为3,333,715.00

元（期限为2020年9月28日至2021年3月28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8） 为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在该行金额为89,402.00元

（期限为2020年11月17日至2021年5月17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9） 为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在该行金额为14,971,

768.25元（期限为2020年11月30日至2021年5月30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

担保；

10） 为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在该行金额为196,889.62

元（期限为2020年12月7日至2021年6月7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7） 子公司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29日与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仑分行签订编号为1910最保0256， 最高额为11,000,000.00元

的《保证合同》（期限为2019年7月29日至2022年7月29日）。 为公司在该行签

订的期间为2019年7月29日至2022年7月29日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担保。 截止

2020年12月31日，为在该行的以下事项提供担保：

1）为公司在该行的金额为人民币10,000,000.00元（期限为2020年9月4

日至2021年9月4日）的短期借款提供担保。

（8） 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于2020年8月27日与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签订了编号为甬北仑SX2020213，最高额为10,

000,000.00元的 《综合授信协议》（期限为2020年8月27日至2021年8月26

日）；公司于2020年8月27日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签订了编

号为甬北仑SX2020213-1，最高额为10,000,000.00元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期限为2020年8月27日至2021年8月26日）。 为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

技有限公司在该行签订的期间为2020年8月27日至2021年8月26日的全部主

合同提供担保。 截止2020年12月31日，该保证合同项目下的担保余额为零。

（9） 公司于2020年5月19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支行签订

了编号为629920050502的 《担保合作协议》（期限为2020年5月19日至2021

年5月19日）。 为子公司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司在该行签订的期间为2020

年5月19日至2021年5月19日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担保。 截止2020年12月31日，

该保证合同项目下的担保余额为零。

（10）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于2020年7月16日与宁波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编号为01201KB209M269F，最高额为30,000,000.00

元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期限为2020年6月22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为子

公司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司在该行签订的期间为2020年6月22日至2025

年12月31日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担保。截止2020年12月31日，为在该行的以下事

项提供担保：

1） 为子公司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司在该行金额为15,783,706.10元

（期限为2020年7月31日至2021年1月31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11）子公司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司于2020年8月12日与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签订了最高额40,000,000.00元的 《2020信银甬最高额

保证担保合同2018年版字第047217号》（期限为2020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

12日）；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签订了最高额40,000,000.00

元的 《2020信银甬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2018年版字第047415号》（期限为

2020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2日）。 为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

司在该行签订的期间为2020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2日的全部主合同提供

担保。 截止2020年12月31日，为在该行的以下事项提供担保：

1） 为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开具的金额为18,946,

144.94元（期限为2020年8月28日至2021年2月28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

保；

2） 为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开具的金额为20,173,

829.54元（期限为2020年9月28日至2021年3月28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

保；

3）为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开具的金额为184,305.00元

（期限为2020年10月14日至2021年4月14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4）为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开具的金额为3,928,444.30

元（期限为2020年11月30日至2021年5月30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12）子公司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司于2020年9月27日与上海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签订了编号为306200011，最高额为70,000,000.00元的

《综合授信合同》（期限为2020年9月27日至2021年7月16日） 和编号为

ZDB3062000111，最高额为70,000,000.00元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期限为

2020年9月27日至2021年9月27日）。 为公司在该行签订的期间为2020年9月

27日至2021年9月27日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担保。 截止2020年12月31日，为在该

行的以下事项提供担保：

1）为公司开具的金额为7,318,813.73元（期限为2020年9月28日至2021

年3月28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13）公司于2020年7月27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支行签订

编号为2010最保0282， 最高额为11,000,000.00元的 《保证合同》（期限为

2020年7月27日至2023年7月27日）。 为子公司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司在

该行签订的期间为2020年7月27日至2023年7月27日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担保。

截止2020年12月31日，为在该行的以下事项提供担保：

1） 为子公司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司在该行金额为20,630,728.95元

（期限为2020年8月28日至2021年2月28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2） 为子公司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司在该行金额为12,064,946.78元

（期限为2020年9月29日至2021年3月29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3） 为子公司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司在该行金额为22,579,568.72元

（期限为2020年10月29日至2021年4月29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4） 为子公司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司在该行金额为19,167,371.95元

（期限为2020年11月30日至2021年5月30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5） 为子公司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司在该行金额为16,372,589.72元

（期限为2020年12月30日至2021年6月30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14）公司于2020年7月27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仑分行签订编号

为2010最保0284，最高额为55,000,000.00元的《保证合同》（期限为2020年

7月27日至2023年7月27日）。 为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在该

行签订的期间为2020年7月27日至2023年7月27日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担保。 截

止2020年12月31日，该保证合同项目下的担保余额为零。

（15）子公司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司于2020年8月12日与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签订了最高额20,000,000.00元的2020信银甬最高额保

证合同2018年版第047416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期限为2020年8月12日至

2025年8月12日）；子公司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签订了最高额20,000,000.00元的2020信银甬最高额保证合

同2018年版第047362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期限为2020年8月12日至2025

年8月12日）。为公司在该行签订的期间为2020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2日的

全部主合同提供担保。 截止2020年12月31日，为在该行的以下事项提供担保：

1） 为公司在该行金额为2,715,000.00元 （期限为2020年10月22日至

2021年4月22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2） 为公司在该行金额为5,761,244.17元 （期限为2020年10月29日至

2021年4月29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3） 为公司在该行金额为8,934,282.89元 （期限为2020年11月27日至

2021年5月27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4） 为公司在该行金额为2,000,000.00元 （期限为2020年12月15日至

2021年6月15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2、 公司没有需要披露的其他承诺事项。

(二)�或有事项

1、 资产负债表日不存在的重要或有事项。

十三、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一)�重要的非调整事项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证监许可[2021]201号《关于核准宁

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公司获准公开发行不超

过4,266.7万股新股。

(二)�无利润分配情况。

(三)�无销售退回。

(四)�无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和处置组。

十四、 其他重要事项

(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本期未发生采用追溯重述法的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二)�债务重组

本期无此事项。

(三)�资产置换

本期无此事项。

(四)�年金计划

本期无此事项。

(五)�终止经营

本期无此事项。

(六)�分部信息

本期无此事项。

(七)�无其他对投资者决策有影响的重要事项。

十五、 母公司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一)�应收票据

1、 应收票据分类列示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商业承兑汇票 795,337.96

小计 795,337.96

减：坏账准备 39,766.90

合计 755,571.06

2、 期末公司无已质押的应收票据。

3、 期末公司无已背书或贴现且在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

4、 期末公司无因出票人未履约而将其转为应收账款的票据。

(二)�应收账款

1、 应收账款按账龄披露

账龄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1年以内（含1年） 132,620,806.16 68,446,729.33

1至2年（含2年） 2,146.72

小计 132,620,806.16 68,448,876.05

减：坏账准备 6,631,040.31 3,422,551.14

合计 125,989,765.85 65,026,324.91

2、 应收账款按坏账计提方法分类披露

类别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

金额

比例

（%）

金额

计提比例

（%）

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132,620,806.16 100.00 6,631,040.31 5.00 125,989,765.85 68,448,876.05 100.00 3,422,551.14 5.00 65,026,324.91

其中：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

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132,620,806.16 100.00 6,631,040.31 5.00 125,989,765.85 68,448,876.05 100.00 3,422,551.14 5.00 65,026,324.91

合计 132,620,806.16 100.00 6,631,040.31 5.00 125,989,765.85 68,448,876.05 100.00 3,422,551.14 5.00 65,026,324.91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组合计提项目：按账龄分析法组合

名称

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1年） 132,620,806.16 6,631,040.31 5.00

合计 132,620,806.16 6,631,040.31 5.00

按组合计提坏账的确认标准及说明：采用账龄分析法，1年以内（含1年）

计提坏账比例为5%，1至2年（含2年）计提坏账比例为10%，2至3年（含3年）

计提坏账比例为30%，3至4年（含4年）计提坏账比例为50%，4至5年（含5年）

计提坏账比例为80%，5年以上计提坏账比例为100%。

3、 本期计提、转回或收回的坏账准备情况

类别

上年年末

余额

年初余额

本期变动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收回或转回 转销或核销

应收账款坏账准

备

3,422,551.14 3,422,551.14 3,208,489.17 6,631,040.31

合计 3,422,551.14 3,422,551.14 3,208,489.17 6,631,040.31

4、 本期无实际核销的应收账款情况。

5、 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情况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

占应收账款合计数的比例

(%)

坏账准备

第一名 89,288,532.77 67.33 4,464,426.64

第二名 18,869,654.17 14.23 943,482.71

第三名 17,133,570.03 12.92 856,678.50

第四名 6,516,908.04 4.91 325,845.40

第五名 698,636.73 0.53 34,931.84

合计 132,507,301.74 99.92 6,625,365.09

6、 无因金融资产转移而终止确认的应收账款。

7、 无转移应收账款且继续涉入形成的资产、负债金额。

(三)�应收款项融资

1、 应收款项融资情况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应收票据 396,848.35 276,000.00

应收账款

合计 396,848.35 276,000.00

2、 应收款项融资本期增减变动及公允价值变动情况

项目 上年年末余额 本期新增 本期终止确认 其他变动 期末余额

累计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确认的

损失准备

银行承兑汇票 276,000.00 396,848.35 396,848.35

合计 276,000.00 396,848.35 396,848.35

3、 期末公司无已质押的应收票据。

4、 期末公司已背书或贴现且在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期末余额

期末终止确认金额 期末未终止确认金额 期末终止确认金额 期末未终止确认金额

银行承兑汇票 14,497,724.62 21,344,559.31

合计 14,497,724.62 21,344,559.31

(四)�其他应收款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项 5,893,339.80 7,242,622.83

合计 5,893,339.80 7,242,622.83

1、 无应收利息。

2、 无应收股利。

3、 其他应收款项

（1）按账龄披露

账龄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1年以内（含1年） 6,171,684.00 5,333,142.76

1至2年（含2年） 33,600.00 2,417,874.68

4至5年（含5年） 250.00

5年以上 450.00 200.00

小计 6,205,734.00 7,751,467.44

减：坏账准备 312,394.20 508,844.61

合计 5,893,339.80 7,242,622.83

（2）按坏账计提方法分类披露

类别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

金额

计提比例

（%）

金额

比例

（%）

金额

计提比例

（%）

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6,205,734.00 100.00 312,394.20 5.03 5,893,339.80 7,751,467.44 100.00 508,844.61 6.56 7,242,622.83

其中：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

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6,205,734.00 100.00 312,394.20 5.03 5,893,339.80 7,751,467.44 100.00 508,844.61 6.56 7,242,622.83

合计 6,205,734.00 100.00 312,394.20 5.03 5,893,339.80 7,751,467.44 100.00 508,844.61 6.56 7,242,622.83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组合计提项目：按账龄分析法组合

名称

期末余额

其他应收款项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1年） 6,171,684.00 308,584.20 5.00

1至2年（含2年） 33,600.00 3,360.00 10.00

5年以上 450.00 450.00 100.00

合计 6,205,734.00 312,394.20 5.03

按组合计提坏账的确认标准及说明：采用账龄分析法，1年以内（含1年）

计提坏账比例为5%，1至2年（含2年）计提坏账比例为10%，2至3年（含3年）

计提坏账比例为30%，3至4年（含4年）计提坏账比例为50%，4至5年（含5年）

计提坏账比例为80%，5年以上计提坏账比例为100%。

（3）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坏账准备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合计

上年年末余额 508,844.61 508,844.61

上年年末余额在本期 -6,763,695.71 6,763,695.71

--转入第二阶段

--转入第三阶段 -6,763,695.71 6,763,695.71

--转回第二阶段

--转回第一阶段

本期计提 6,567,245.30 6,567,245.30

本期转回

本期转销

本期核销 6,763,695.71 6,763,695.71

其他变动

期末余额 312,394.20 312,394.20

其他应收款项账面余额变动如下：

账面余额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合计

上年年末余额 7,751,467.44 7,751,467.44

上年年末余额在本期 -6,763,695.71 6,763,695.71

--转入第二阶段

--转入第三阶段 -6,763,695.71 6,763,695.71

--转回第二阶段

--转回第一阶段

本期新增 5,217,962.27 5,217,962.27

本期终止确认 6,763,695.71 6,763,695.71

其他变动

期末余额 6,205,734.00 6,205,734.00

（4）本期计提、转回或收回的坏账准备情况

类别 上年年末余额

本期变动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收回或转回 转销或核销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508,844.61 6,567,245.30 6,763,695.71 312,394.20

合计 508,844.61 6,567,245.30 6,763,695.71 312,394.20

（5）本期实际核销的其他应收款项情况

项目 核销金额

实际核销的其他应收款项 6,763,695.71

（6）按款项性质分类情况

款项性质 期末账面余额 上年年末账面余额

往来款 6,070,084.00 7,692,617.44

押金 34,050.00

备用金 52,050.00 24,800.00

保证金 83,600.00

合计 6,205,734.00 7,751,467.44

（7）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项情况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项期末

余额合计数的比例(%)

坏账准备

期末余额

第一名 往来款 5,000,000.00 1年以内 80.57 250,000.00

第二名 往来款 800,000.00 1年以内 12.89 40,000.00

第三名 往来款 50,000.00 1年以内 0.81 2,500.00

第四名 保证金 18,600.00 1-2年 0.30 930.00

第五名 备用金 15,000.00 1年以内 0.24 1,500.00

合计 5,883,600.00 94.81 294,930.00

（8）无涉及政府补助的其他应收款项。

（9）无因金融资产转移而终止确认的其他应收款项。

（10）无转移其他应收款项且继续涉入形成的资产、负债金额。

(五)�长期股权投资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对子公司投资 418,928,894.34 418,928,894.34 379,471,584.34 379,471,584.34

合计 418,928,894.34 418,928,894.34 379,471,584.34 379,471,584.34

1、 对子公司投资

被投资单位 上年年末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本期计提

减值准备

减值准备期

末余额

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113,461,373.03 113,461,373.03

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司 234,447,521.31 234,447,521.31

德业日本株式会社 1,842,690.00 1,842,690.00

宁波德业环境电器有限公司 29,720,000.00 41,300,000.00 71,020,000.00

合计 379,471,584.34 41,300,000.00 1,842,690.00 418,928,894.34

(六)�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1、 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情况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主营业务 2,103,473,016.60 1,725,077,999.37 1,840,734,294.21 1,498,810,220.91

其他业务 31,896,310.66 29,317,777.91 25,447,588.85 22,713,689.13

合计 2,135,369,327.26 1,754,395,777.28 1,866,181,883.06 1,521,523,910.04

营业收入明细：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主营业务收入 2,103,473,016.60 1,840,734,294.21

其中：热交换器系列 2,103,473,016.60 1,840,734,294.21

其他业务收入 31,896,310.66 25,447,588.85

其中：废料销售收入 17,761,434.46 13,703,796.65

电费收入 6,562,367.92 6,840,091.61

其他 7,572,508.28 4,903,700.59

合计 2,135,369,327.26 1,866,181,883.06

2、 合同产生的收入情况

合同分类 本期金额

商品类型：

销售商品 2,135,369,327.26

合计 2,135,369,327.26

按商品转让的时间分类：

在某一时点确认 2,135,369,327.26

在某一时段内确认

合计 2,135,369,327.26

(七)�投资收益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55,000,000.00 25,000,000.00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 -1,842,690.00

银行理财产品投资收益 665,503.96 1,043,800.58

合计 53,822,813.96 26,043,800.58

十六、 补充资料

(一)�当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18,087.71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16,315,099.8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

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5,260,973.25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4,611,869.35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380.7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5,362,310.67

小计 41,023,784.65

所得税影响额 -5,146,219.2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35,877,565.44

对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其他说明：

1、 增值税退税

增值税退税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直接相关且为经常性的，因此不作为非经

常性损益。

项目 涉及金额 原因

增值税即征即退 443,748.29

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减免社保 15,362,310.67 3,225,064.10

(二)�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每股收益（元）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55.26 2.99 2.9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50.08 2.71 2.71

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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