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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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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重大风险提示 

（1）新产品和新技术开发风险 

公司所处行业对技术创新能力要求较高，未来如公司不能准确地把握新技术发展趋势，可能

使公司丧失技术和市场的领先地位，从而影响公司盈利能力。公司通过长期技术积累和发展，培

养了一支高水平、强有力的技术研发团队，形成了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技术研发水平位于行业

前列。随着铜箔行业竞争加剧及下游行业的不断发展，对铜箔的质量及工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公司需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改进工艺，才能持续满足市场竞争发展的要求。如果在研发竞争中，

公司的技术研发效果未达预期，或者在技术更新换代时出现延误，将导致公司面临技术创新带来

的风险。 

（2）核心技术人员流失风险 

公司经过长期发展，在生产工艺、核心技术方面积累了较强的竞争优势。核心技术人员的稳

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业务的稳定性和发展的持续性。公司拥有稳定的研发团队，核心技术

人员经验丰富，拥有较强的专业能力，为公司产品在市场上的地位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公司十

分重视对技术人才的培养，并制定了相应机制，鼓励技术创新，保证了各项研发工作的有效组织

和成功实施。如果未来核心技术人员流失，公司的产品研发和制造将受到不利影响，使公司处于

市场竞争的不利地位。 

（3）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变化及所带来的锂离子电池行业波动风险 

公司主营业务为各类高性能电解铜箔的研究、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利润主要来源于锂电铜

箔的生产和销售。报告期内，第二季度前期受区域性突发的新冠疫情影响，下游市场需求偏弱；

后期随着疫情缓解,下游市场需求基本修复。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锂离子电池领域，最终应用于新

能源汽车、储能电池等产业，目前国内新能源汽车企业正处在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提高过程，如

果新能源相关产业政策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可能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4）锂电铜箔核心技术差距的风险 

锂电铜箔核心技术主要体现为铜箔厚度、单位面积质量、抗拉强度、延伸率、粗糙度、抗氧



化性等技术指标，其中厚度对产品生产的影响为厚度越薄，成品率越低、工艺成本越高，为解决

上述生产工艺上的难题，需要锂电铜箔生产企业具备较强的工艺技术和研发实力。 

目前公司主要产品以≤6 微米极薄锂电铜箔为主，若未来下游客户大批量应用≤6 微米极薄锂

电铜箔生产锂离子电池，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发生，公司如不能根据客户的需求提升产品性能，

公司的锂电铜箔产品的经营及其市场竞争地位将受到影响。 

（5）产品结构单一和下游应用领域集中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产品为超薄锂电铜箔和极薄锂电铜箔，产品直接下游客户主要为锂离子

电池厂商，终端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储能设备及电子产品等领域，下游应用领域较

为集中。在公司其他类型产品尚未大规模投入市场前，如果锂电铜箔产品销售受到市场竞争加剧、

新技术更迭或新竞争者进入等因素的影响有所下滑，将会对公司的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6）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铜箔行业在我国已发展了数十年，虽然行业的资金壁垒和技术壁垒较高，但目前市场竞争也

较为激烈，市场化程度较高。近年来，锂离子电池市场快速发展，原有的锂电铜箔企业在报告期

内不断扩大产能，部分标准铜箔企业相继进入锂电铜箔领域，通过对原有 PCB 用标准铜箔产线进

行升级改造或者新建产线来提升锂电铜箔产能，加剧了锂电铜箔市场的竞争。同时，部分其他产

业的资金相继涌入锂电铜箔领域，进一步加剧了锂电铜箔行业的竞争。 

市场竞争的加剧可能导致产品价格的波动，进而影响公司的盈利水平。如果公司未来不能准

确把握市场机遇和变化趋势，不断提高产品技术水平，开拓新的市场，有效控制成本，则可能导

致公司的竞争力下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失去领先优势，进而对公司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7）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公司各细分产品毛利率的变动是销售单价和单位成本变动综合影响的结果。若未来市场竞争

加剧或国家政策调整等因素使得公司产品售价及原材料采购价格发生不利变化，公司产品毛利率

存在下降的风险。 

（8）公司未来产能过剩导致无法及时消化的风险 

公司目前拥有多个在建铜箔生产项目及拟建项目，上述项目建成后公司产能规模将相应扩大，

有助于提升公司满足市场需求的能力。但如果未来国内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储能等领域对高

性能铜箔产品的需求发生变化，或其他行业发展和技术变化导致铜箔市场产能过剩，将给公司的

产能消化造成不利影响，从而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受益于新能源市场的高景气度，作

为锂电池上游端的锂电铜箔需求也保持着稳步增长趋势，公司将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提升产品



竞争力，充分消化新增产能以提升公司经营业绩。 

上述风险都将直接或间接影响本公司的经营业绩，请投资者仔细阅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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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

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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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1.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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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 
嘉元科技 688388 无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

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叶敬敏 赖戈文 

电话 0753-2825818 0753-2825818 

办公地址 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雁洋镇文

社 

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雁洋镇文

社 

电子信箱 mzjykj@163.com mzjykj@163.com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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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0,560,137.30 6,060,437,733.79 17.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795,730,685.14 3,590,662,429.33 5.71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1,934,161,981.43 1,205,359,008.98 6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88,017,848.64 244,244,171.75 17.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79,929,084.59 230,456,577.75 21.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8,750,496.99 186,702,661.61 -147.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83 9.00 减少1.1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23 1.06 16.0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23 1.06 16.04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5.37 4.65 增加0.72个百分点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6,134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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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转融通

借出股份的

限售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

冻结的股份

数量 

广东嘉沅投资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7.04 63,324,400 63,324,400 63,324,400 无 0 

赖仕昌 
境内自

然人 
4.33 10,137,145 0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其他 3.39 7,948,187 0 0 无 0 



限公司－农银汇理新

能源主题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其他 1.94 4,536,143 0 0 无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夏上证科创板

50成份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86 4,356,577 0 0 无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实新能源新材

料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40 3,289,902 0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嘉实智能汽

车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33 3,117,796 0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其他 0.96 2,245,805 0 0 无 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

限责任公司－东方增

长中小盘混合型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0 2,104,698 0 0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嘉实环保低

碳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88 2,049,973 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了《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065）

和《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增加一致行动人及一

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股份计划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2-066），因其资产规划需要，公司股东、现任第四届董事会

董事赖仕昌先生拟于 2022年 6 月 9日至 2022 年 9月 6 日期间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转让不超过 160万股给赖仕昌先生持有 100%

份额的由广东华骏作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华骏 5 号基金，

即转让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0.6832%。赖仕昌先生已与上述

私募基金产品管理人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确认华骏 5 号基

金为赖仕昌先生一致行动人。公司于 2022年 7月 5日披露了《广

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增加一致行动人及一致行动

人之间内部转让股份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6），赖

仕昌先生于 2022 年 6月 9日至 2022 年 7 月 1日通过大宗交易

方式向华骏 5 号基金合计转让公司股票 1,600,00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0.6832%）。本次股东增加一致行动人及一致行动人之

间内部转让股份计划已实施完毕。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

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