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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谭新乔、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伏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刘聪慧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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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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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720,043,724.29 3,569,922,312.03 4.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736,229,831.71 1,198,740,847.27 44.8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42,203,882.59 4.34% 894,148,866.75 -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174,913.31 -90.57% 18,608,620.20 -75.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28,917.51 -97.66% 16,144,116.34 -78.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48,919,512.40 -41.66% 91,329,327.04 -29.5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3 -92.86% 0.031 -77.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3 -92.86% 0.031 -77.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8% -1.84% 1.24% -5.1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10,769.33 长期资产处置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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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7,906.66 政府补助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7,676.14  

减：所得税影响额 434,957.33  

合计 2,464,503.8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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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即征即退 3,564,283.91 
市污水处理即征即退的增值税，属于与日常经营业务有关，且持

续可以取得，因此判定其为经常性损益。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4,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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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潭电化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8.59% 179,971,473 14,492,753 质押 86,600,000 

湘潭振湘国有资

产经营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2.69% 79,885,370 21,739,130 质押 39,869,565 

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兴韬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闽清

兴韬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2.30% 14,492,753 14,492,753   

上海智越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4% 12,201,842    

深圳市瀚信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瀚信定增 1 号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0% 5,655,900    

邱小贞 境内自然人 0.81% 5,127,74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

方 3 年封闭运作

战略配售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 

其他 0.80% 5,064,88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嘉实新
其他 0.71% 4,461,616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5 

能源新材料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财通基金－建设

银行－中国人寿

－中国人寿保险

（集团）公司委

托财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定增组

合 

其他 0.69% 4,347,826 4,347,826   

蒋如宁 境内自然人 0.61% 3,867,589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 165,478,720 人民币普通股 165,478,720 

湘潭振湘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

公司 
58,146,240 人民币普通股 58,146,240 

上海智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2,201,842 人民币普通股 12,201,842 

深圳市瀚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瀚信定增 1 号证券投资基金 
5,655,900 人民币普通股 5,655,900 

邱小贞 5,127,740 人民币普通股 5,127,74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方 3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5,064,880 人民币普通股 5,064,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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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1,616 人民币普通股 4,461,616 

蒋如宁 3,867,589 人民币普通股 3,867,58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

达澳银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2,293,986 人民币普通股 2,293,986 

陈丽珍 2,269,584 人民币普通股 2,269,58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湘潭振湘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为湘潭电

化 

化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具有关联关系或构成一致行动

人。 

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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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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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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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2020年1-9月业绩变动情况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电解二氧化锰（含锰酸锂正极材料）产品实现销售7.78万吨，同比增加7,939吨，同比增长11.37%，

市场份额得到进一步提升，行业地位更加牢固。报告期内，公司业绩同比下降，主要是因为产品销售价格同比下降。同行业

一是对新冠疫情的担忧，二是同行业近几年扩产较多，普遍采取降低销售价格、加快资金回笼的措施，导致产品销售价格下

滑。公司密切关注市场变化，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公司的竞争优势没有削弱，在稳住市场份额的基础上，苦练内功，还将重

点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来降低成本、提高核心竞争力： 

1、加强研发，尽快推出更有竞争优势的新产品，继续走差异化竞争的道路； 

2、在湖南、广西等地加强控制低成本的矿山，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优化采购方式，降低采购成本； 

3、通过定岗定编工作，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改善管理流程，以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用工成本； 

4、公司将依托资源优势以及多年的技术储备，继续深耕锰系电池材料产业，把锰系产业做大做强做精。 

目前，随着下游锰酸锂电池应用至电动自行车、电动工具等领域，锰酸锂正极材料的市场需求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有

时还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状况，加上国内碱性电池和一次锂锰电池呈现一定比例的增长，电解二氧化锰（含锰酸锂正极材料）

行业的总体供需已经逐渐趋于平衡，产品销售价格将有望较大幅度地回升。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应收票据  42,595,826.78   12,840,948.85  231.72% 

应收账款  400,989,409.49   264,783,614.49  51.44% 

应收款项融资  39,752,068.44   26,613,455.70  49.37% 

其他流动资产  34,701,713.51   56,906,463.74  -39.02% 

在建工程  139,212,654.02   76,878,796.67  81.08% 

应付票据  228,670,000.00   355,360,314.17  -35.65% 

合同负债  2,392,293.55   5,673,055.47  -57.83% 

应交税费  2,632,824.00   4,294,887.11  -38.70% 

其他应付款  52,662,914.02   98,819,098.23  -46.71% 

一年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64,236,990.93   218,570,654.54  -70.61% 

其他流动负债   787,375.48  -100.00% 

长期借款  423,078,408.21   298,691,012.01  41.64% 

资本公积  904,853,421.41   462,460,078.77  95.66%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变动幅度 

 研发费用  12,813,439.23   4,883,346.37  162.39% 

 投资收益  2,121,399.39   10,381,934.08  -79.57%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填列） -9,159,379.84   -2,804,031.09  226.65%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填列）  -22,036.94   72,425.99  -130.43% 

 营业外收入  313,602.43   534,453.21  -41.32% 

 营业外支出  940,113.20   2,321,566.77  -5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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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税费用  1,712,455.94   9,578,115.21  -82.12%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变动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329,327.04   129,614,732.91  -29.5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11,545,738.21   1,111,379,687.28  9.0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20,216,411.17   981,764,954.37  14.1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8,966,722.90   -244,298,892.91  26.74%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272,976.00   27,121.60  45151.67%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91,239,698.90   244,326,014.51  -21.7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6,836,683.44   143,902,650.55  -11.86%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851,360,666.23   1,096,384,682.46  68.86%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24,523,982.79   952,482,031.91  81.06%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911,469.57   1,750,013.54  -152.0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8,287,818.01   30,968,504.09  23.63%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70,684,147.91   170,706,750.10  -0.01%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应收票据较年初增长231.72%，主要系本期末销售产品收到的承兑汇票较年初增加。 

2、应收账款较年初增长51.44%，主要系本期末销售产品应收货款较年初增加。 

3、应收款项融资较年初增长49.37%，主要系本期末销售产品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较年初增加。 

4、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下降39.02%，主要系本期末待认证进项税较年初减少。 

5、在建工程较年初增长81.08%，主要系本期末靖西湘潭电化科技有限公司渣场、湘潭市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三期扩建工

程项目投入较年初增加。 

6、应付票据较年初下降35.65%，主要系本期末应付银行承兑汇票较年初减少。 

7、合同负债较年初下降57.83%，主要系本期末预收货款较年初减少。 

8、应交税费较年初下降38.70%，主要系本期末应支付税金较年初减少。 

9、其他应付款较年初下降46.71%，主要系本期支付应付股权转让款及非公开发行保证金。 

10、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年初下降70.61%，主要系本期归还1年内到期长期贷款及融资租赁款。 

11、其他流动负债较年初下降100%，主要系上年末待转销项税在本期已开票。 

12、长期借款较年初增长41.64%，主要系本期新增长期贷款所致。 

13、资本公积较年初增长95.66%，主要系本期非公开发行，股本溢价计入资本公积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研发费用同比增长162.39%，主要系本期公司加大新产品研发投入，研发费用同比增加。 

2、投资收益同比下降79.57%，主要系本期联营企业净利润同比减少，权益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同比减少。 

3、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长226.65%，主要是本期计提坏账准备同比增加。 

4、资产处置损益同比下降130.43%，主要系上期有处置非流动资产收益。 

5、营业外收入同比下降41.32%，主要系本期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损失同比减少。 

6、所得税费用同比下降82.12%，主要系本期利润总额同比减少。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同比下降152.08%，主要系本期汇率变动，期末外币资金汇兑损失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报告期内，受疫情以及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办法》实施的影响，全资子公司湘潭市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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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三期扩建及提标工程项目尚未正式开工建设，目前国土相关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预计2020年11月初开始动工。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

项 
2020年 07 月 15 日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4）

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靖西湘潭电化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高性能锰酸锂电池正极材料项目已于2019年建成投产，募集资金投资进度为

100%。 

    2、湘潭电化新能源材料研究院建设项目截至报告期末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959.73万元，募集资金投资进度为13.36%。 

    3、鉴于目前疫情情况较为复杂，以及受三元材料电池当前市场需求低迷的影响，高纯硫酸锰作为其原材料，市场需求

不达预期，因此湘潭电化年产2万吨高纯硫酸锰生产线建设项目和靖西湘潭电化科技有限公司年产30000吨高纯硫酸锰项目尚

未正式开工建设。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45,229.86万元（含部分闲置募集资金19,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募

集资金专户余额为6,746.89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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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

引 

2020年 07

月 22 日 

公司 23 楼

大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开源证券 刘强          

中国联合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   

朱瑶琪 

1、公司参股公司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

料有限公司磷酸铁锂产能分布情况。                        

2、裕能新能源磷酸铁锂技术升级频率多

久一次。 

详见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的《湘潭电化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投

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编号：

2020-007） 

2020年 07

月 27 日 

公司 23 楼

大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王喆 

1、公司电解二氧化锰产品生产线是否满

负荷生产。不同类型电解二氧化锰产品

的生产比例分别是多少。                      

2、公司募投项目湘潭电化年产 2 万吨高

纯硫酸锰生产线建设项目及靖西湘潭电

化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30000 吨高纯硫酸

锰项目的进展情况 。                         

3、公司半年度业绩较上年同期下降的主

因。                              

4、公司参股公司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

料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股份

详见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的《湘潭电化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投

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编号：

202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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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的磷酸铁锂产品是否存在技术

路线差异。                              

5、裕能新能源磷酸铁锂产品的主要客

户。                              

6、裕能新能源磷酸铁锂产品的总产能情

况。 

2020年 07

月 27 日 

公司 23 楼

大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周

旭辉 

1、公司电解二氧化锰产品下游的应用领

域是哪些。公司目前的电解二氧化锰产

品客户有哪些。                    

2、公司是否有自己的锰矿。                  

3、公司参股公司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

料有限公司的股东构成情况，其管理层

是否有持股。                      

4、裕能新能源磷酸铁锂产品与深圳市德

方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磷酸铁锂产

品是否存在技术路线差异。                           

5、裕能新能源磷酸铁锂产品的总产能情

况。 

详见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的《湘潭电化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投

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编号：

2020-009） 

2020年 08

月 04 日 

公司 23 楼

大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方正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申

建国、杨新意   

易方达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贾健 

1、公司投资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有

限公司基于哪些原因。当时以参股的方

式进行投资是基于哪些考虑。                         

2、影响公司电解二氧化锰产品价格的主

要因素有哪些，同行业是否有产能扩张。                              

3、公司污水处理业务情况，未来是否有

计划涉及其他区域。 

详见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的《湘潭电化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投

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编号：

2020-010） 

2020年 09

月 16 日 
公司接待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万联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雷

文、江维 

1、公司的发展历程。                

2、公司下游客户主要有哪些。               

3、公司近几年业绩提升的主要原因。                          

4、公司有做锰酸锂吗？                        

5、参股公司湖南裕能的磷酸铁锂技术团

队是来源哪里。与德方纳米的技术哪个

更优。                            

6、公司会扩大对湖南裕能的投资吗？                         

7、湖南裕能产能规模，上半年盈利情况。                        

8、公司为参股公司湖南裕能代销产品是

怎么确认收入的，投资收益怎么确认。 

详见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的《湘潭电化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投

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编号：

2020-011）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谭新乔 

                                                                                 2020 年 10 月 27 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2、衍生品投资情况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六、对2020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八、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