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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50                            证券简称：科达利                            公告编号：2018-051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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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达利 股票代码 002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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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敏 罗丽娇 

办公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华兴路北侧中建

工业区第一栋厂房三层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华兴路北侧中建

工业区第一栋厂房三层 

电话 0755-6118 9991 0755-6118 9991 

电子信箱 ir@kedali.com.cn ir@kedal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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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9,507,577.38 746,476,633.67 7.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343,946.31 94,668,866.95 -76.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11,953,750.67 93,577,111.87 -8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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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1,991,037.68 -108,202,302.59 185.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68 -83.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68 -83.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9% 5.32%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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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3,776,629.96 3,029,774,136.62 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35,376,332.43 2,255,032,386.12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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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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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励建立 境内自然人 38.23% 80,293,118 80,293,118 质押 8,354,098 

励建炬 境内自然人 11.89% 24,964,401 24,964,401 质押 5,339,470 

深圳市宸钜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11% 12,825,033 0 -- -- 

深圳市大业盛德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14% 10,799,833 10,799,833 -- -- 

苏州和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0% 10,500,000 0 -- -- 

平安财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8% 4,567,550 0 -- -- 

深圳远致富海新能源投资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3% 3,000,000 0 -- -- 

南海成长精选（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7% 2,240,000 0 -- -- 

毛德和 境内自然人 0.71% 1,500,009 0 -- -- 

北京明石科远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1% 1,500,000 0 -- -- 

明石北斗（上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1% 1,500,000 0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励建立先生和励建炬先生为亲兄弟关系，励建炬持有大业

盛德 46.27%的股权。此外，北京明石和明石北斗系同受明石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控制的关联企业。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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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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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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2018年1-6月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405.8万辆和1,406.6万辆，产销量比上

年同期分别增长4.2%和5.6%。其中，新能源汽车上半年产销分别完成41.3万辆和41.2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94.9%

和111.5%。受益于新能源车产销量的增长，根据电池中国数据，2018年上半年国内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装机量合计

15.64GWh，同比增长150.24%。而受2018年中国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进一步调整，2018年上半年动力电池价格持续下降。

2018年上半年，受前期价格下降及设备自动化升级影响，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9,950.7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34.3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6.40%；资产总额为31.74亿元，较上年度末增长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22.35亿元，较上年度末下降0.87%。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产能建设方面：报告期内，为进一步把握新能源汽车行业快速发展带来的市场机遇及满足公司新能源动力锂电池精

密结构件业务的快速增长需求，公司加快惠州科达利项目二期、江苏科达利、大连科达利及福建科达利的项目建设进度。

报告期末，公司各子公司的布局及定位均体现了其本地化生产、辐射周边客户的战略部署。通过产能扩张的规模效应实

现产品的成本优势，进一步巩固和保持公司在锂电池精密结构件的领先优势及市场地位。 

客户合作方面：公司凭借着先进的研发技术、质量可靠的产品和进口的高端自动化设备，坚持定位于高端市场，采

取重点领域的大客户战略。在密切关注锂电池市场动态的同时，开拓增量市场，持续发展下游新能源汽车动力锂电池行

业的领先高端客户及知名客户。现已与行业内领先客户如CATL、比亚迪、松下、LG、亿纬锂能、天津力神、中航锂电、

浙江谷神、力信能源等形成了稳定良好的合作。 

技术研发方面：为推动高续航里程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新的补贴政策给予续航里程高的车型更大的补贴，从而对新

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技术要求进一步提升，亦对新能源动力电池结构件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报告期内公司面对新能源

汽车行业持续的技术革新和产品优化，持续强化核心技术的自主开发，在进一步提高电池使用的安全性、高容量、轻量

化等方面进行了技术创新，并获得了新的突破。2018年上半年公司及子公司新增已获授权和已获受理的专利共26项，包

含已获授权的专利14项，已获受理的12项。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及子公司拥有专利120项，其中发明专利19项，包含日

本专利2项、韩国专利2项、台湾专利2项、美国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101项。这些专利对公司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形

成企业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促进了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的研发和技术储备，为提高公

司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创造了有利条件。 

经营管理方面：报告期内，公司结合自身规模快速扩张的实际情况，积极引进生产管理、技术研发、品质管理、市

场开拓方面的专业人才，助力公司的快速发展。持续提高公司内部信息化管理水平，着手SAP核心系统的前期推进工作，

并顺利导入E-HR管理系统，优化公司及子公司组织结构、管理模式及管理权限，完善了公司矩阵式管理模式。 

在生产管理方面，通过优化产品生产MES管理系统，提高生产运营信息化管理；同时完善自动化生产线，在降低生

产成本的同时，提高产品生产效率及产品品质。 

http://nev.ofwee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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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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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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2017年11月2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合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

案》，同意与ATECS株式会社（以下简称“ATECS”）、长濑产业株式会社（以下简称“长濑产业”）、广州长濑贸易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长濑”）合资设立惠州三力协成精密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三力”）并签署《合资合同》。

惠州三力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800万元，其中本公司以现金方式投入人民币918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ATECS以现金

方式投入人民币36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0%；长濑产业以现金方式投入人民币4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5%；广州长濑

以现金方式投入人民币72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 

2018年3月2日，惠州三力完成了相关的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取得了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

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1300MA51CM3L33的《营业执照》。因此惠州三力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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