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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92                             证券简称：融捷股份                            公告编号：2019-043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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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捷股份 股票代码 002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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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新华 何成坤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 号广州国际金

融中心 45 层 04-05 单元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 号广州国际金

融中心 45 层 04-05 单元 

电话 020-38289069 020-38289069 

电子信箱 lxgfdmb@163.com lxgfdmb@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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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739,776.76 189,706,187.38 -27.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005,849.35 -3,138,320.28 -728.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6,636,716.19 -3,601,094.00 -63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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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5,926,171.42 -42,623,081.82 -7.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02 -0.0121 -728.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02 -0.0121 -728.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7% -0.41% 减少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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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7,894,721.42 1,077,778,378.58 8.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36,559,911.58 762,622,998.45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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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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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捷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65% 61,409,992 19,888,342 

质押 11,650,000 

冻结 0 

柯荣卿 境内自然人 4.81% 12,500,627 0 
质押 0 

冻结 0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23% 8,381,700 0 

质押 0 

冻结 0 

黄培荣 境内自然人 1.89% 4,907,400 0 
质押 0 

冻结 0 

宁德万和投

资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7% 3,045,300 0 

质押 0 

冻结 0 

张长虹 境内自然人 1.07% 2,775,117 2,775,117 
质押 0 

冻结 0 

关峰 境内自然人 0.87% 2,250,000 0 
质押 0 

冻结 0 

李京 境内自然人 0.83% 2,150,000 0 
质押 0 

冻结 0 

朱文辉 境内自然人 0.80% 2,079,400 0 
质押 0 

冻结 0 

张连凤 境内自然人 0.65% 1,691,217 0 
质押 0 

冻结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柯荣卿与黄培荣互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一致行动人；融捷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张长虹存在关联关系，属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黄培荣通过信用账户持股 200 股，朱文辉通过信用账户持股

2,079,4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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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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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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总体经营情况回顾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年初制定的目标和计划，开展各新能源锂电材料业务板块经营管理工作。 

报告期内，融达锂业锂矿采选业务实现复工复产，已于2019年6月10日正式投产。融达锂业锂矿采选业务的投产对改善

公司业绩、增强持续经营能力、激活和发挥产业链协同效应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受锂、钴产品价格持续回落影响，导致公

司锂盐及深加工业务、镍钴锂湿法冶炼及深加工业务和锂电池正极材料业务的经营业绩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37,739,776.76元，同比减少27.39 %；利润总额-30,564,724.79元，同比减少306.68 
%；净利润-26,385,171.49元，同比减少479.3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005,849.35元，同比减少728.66%。同时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1,167,894,721.42元，比上年末增加8.3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736,559,911.58元，比上
年末减少3.42 %。 

报告期内利润数据大幅变化的主要原因是：1.与上年同期相比，本报告期内融达锂业已恢复生产，但所生产的锂精矿暂

未对外销售，恢复生产后的业绩暂未得到体现。同时又由于该公司本报告期未开展进口锂精矿贸易业务，也减少了相应的销

售利润，导致本报告期净利润减少；2.与上年同期相比，本报告期新增加了参股公司融捷能源，但由于本报告期钴产品价格

持续下跌，主营钴产品的参股公司融捷金属和融捷能源经营均大幅亏损，导致公司投资收益大幅减少；3.由于本报告期锂盐

产品价格持续回落，导致锂盐加工及冶炼业务板块利润大幅下降；4.本报告期公司短期借款比上年同期增加，导致财务费用

同比大幅上升。  

（二）分行业经营情况回顾 

1、新能源材料产业情况 

（1）锂矿采选业务 

报告期内，为实现融达锂业锂矿复工复产，公司做了大量的工作和努力，并逐步实现了复工复产的目标：2019年2月22

日，融达锂业与甘孜州政府签署了建立锂资源开发利益共享机制的协议；5月10日，康定市政府通报融达锂业矿山已具备开

工条件；5月16日，融达锂业矿山举行了开工仪式，进入全面生产调试阶段；6月6日，获得《安全生产许可证》；6月10日，

正式投产。截至报告期末，融达锂业处于正常生产经营状态，所生产锂精矿暂未对外销售。 

报告期内，融达锂业实现营业收入5.57万元，为销售尾矿库工程剩余材料收入；实现净利润-635.97万元，同比减少

1,057.17%，主要是因为上年同期融达锂业开展进口锂精矿贸易业务，本报告期未开展此业务。 

（2）锂盐及深加工业务 

因上游融达锂业锂矿停工停产，公司原规划的2.2万吨/年锂盐项目作为融达锂业矿山105万吨/年扩产项目的配套项目，

一直尚不具备建设条件，四川路翔作为前述项目的运作实体，也一直尚未实际运作。而在此期间，公司在锂盐及深加工环节

另有布局，一是与控股股东融捷集团共同投资设立了融捷锂业；二是通过并购控制了长和华锂80%股权，补齐了公司锂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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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缺少成熟锂盐加工厂的短板。基于上述原因，公司原规划的2.2万吨/年锂盐项目已无实施的必要，将不再实施，故四川路

翔已无存续的必要性。经公司第六届第二十三次董事会审议批准，公司决定将四川路翔予以注销，目前注销手续正在办理当

中。 

报告期内，长和华锂积极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客户，实现营业收入4,928.80万元，同比增长57.19%，但受锂盐产品市场

价格持续回落影响，长和华锂实现净利润-179.51万元，同比减少84.70%。 

报告期内，融捷锂业正在积极建设中，锂盐一期项目计划2019年建成投产。 

（3）镍钴锂湿法冶炼及深加工业务 

报告期内，受钴系产品价格持续下跌的影响，融捷金属销售四氧化三钴实现营业收入8,182.71万元，同比增长5.28%，

实现净利润-4.131.84万元，公司确认投资收益-706.33万元，同比减少1,045.84万元。 

（4）锂电池正极材料业务 

报告期内，受钴系产品价格持续下跌的影响，融捷能源实现营业收入11,044.70万元，实现净利润 -1,814.69万元，
公司确认投资收益-402.05万元，而上年同期公司尚未参股融捷能源。 

（5）锂电设备业务 

报告期内，东莞德瑞积极开发新产品，引入新客户，实现营业收入8,839.61万元，同比增长106.10%，实现净利润18.12

万元，同比增长115.47%，同比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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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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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

称“财会[2019]6 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 号的要求编制财务报

表，企业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按财会[2019]6 号要求编制执行。公司按照上述通

知编制 2019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并对相应财务报表项目进行调整。 

①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影响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2018 年 12 月

31 日） 

调整后（2019 年 1 月 1

日） 

调整前（2018 年 12 月

31 日） 

调整后（2019 年 1 月 1

日）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97,917,877.79  12,572,500.00  

应收票据  25,575,761.27   

应收账款  172,342,116.52  12,572,500.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7,641,709.34  8,717,678.85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57,641,709.34  8,717,678.85 

②对利润表相关项目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原列报报表项目 新列报报表项目 

利润表中将原 “减：资产减值损失”位置下移并调整为 

“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利润表

中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资产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填列） 

公司执行（财会[2019]6 号）文件，该项会计政策变更仅调整公司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不影响公司净资产、

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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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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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融捷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签字页）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吕向阳 

                                                                      2019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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