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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05                               证券简称：丰元股份                           公告编号：2018-029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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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元股份 股票代码 002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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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艳 王东海 

办公地址 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经济开发区玉山路 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经济开发区玉山路 

电话 0632-6611106 0632-6611106 

电子信箱 fengyuan@fengyuanhuaxue.com fengyuan@fengyuanhuax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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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250,941.53 144,666,008.92 -5.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235,966.79 14,130,105.34 -6.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704,864.11 10,038,705.34 -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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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6,631,414.29 -2,646,131.08 1,862.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5 -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5 -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9% 2.59%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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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8,951,619.15 751,457,603.71 -1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76,901,510.84 570,570,961.90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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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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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光辉 境内自然人 43.54% 42,200,000 42,200,000 质押 16,500,000 

五都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48% 5,311,800 0   

青岛悦丰新材

料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10% 3,000,000 0 质押 3,000,000 

何雪萍 境内自然人 2.86% 2,770,000 0   

广东喜喜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0% 1,940,000 0 质押 1,000,000 

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0% 1,938,200 0   

钟伟澜 境内自然人 0.93% 900,000 0   

钟环 境内自然人 0.88% 853,327 0   

深圳市孚威创

业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2% 502,600 0   

天津达晨盛世

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0% 484,1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何雪萍、钟伟澜、钟环三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

动人；其余七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股东何雪萍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股份 2,770,000 股，公司股东钟环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853,327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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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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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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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公司根据战略发展规划和年度经营计划，在积极做好草酸板块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同

时，新能源板块布局取得积极进展。公司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和经营管理创新，保持了草酸业务的市场和技

术领先地位，经营方面较好地完成了公司的预算目标。 

报告期内，草酸市场出现产品价格波动，受整体经济变化影响，公司及时调整销售策略，重点开发国

内中南、西南地区客户，取得显著成果。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625.09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利润1323.6万元。 

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年产10000t锂电池正极材料磷酸铁锂建设项目一期3000吨生产线试生产产品已

进入客户中试认证阶段。随着公司试生产产品的客户认证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磷酸铁锂生产线的设备优

化、调试、整改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丰元锂能销售团队深入分析市场，走访国内知名锂电池厂家，华

南、华北区域销售办事处，重点开发了一批优质客户，为产品销售工作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公司根据新能源国家政策及市场变化，启动了年产5000吨锂离子电池三元正极材料项目建设。该项目

的建设将优化公司在锂电池正极材料市场布局，实现目前行业内主流正极材料的全方位供给。报告期末，

三元正极材料项目第一条生产线主体设备已经到位并开始设备的安装施工。公司的三元材料管理研发团队

在三元材料的生产工艺选择、设备选型、实验室建立、生产人员技能培训、生产技术储备方面发挥了关键

核心作用。丰元锂能正在建立符合16949标准的质量管理体系，为丰元锂能的产品品质及成本管控夯实基

础。 

公司期末总资产66,895.16万元，资产负债率13.76%，利息保障倍数6，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利息保障倍

数14.78；销售净利率9.7%，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2.29%，加权平均每股收益0.14元，经营活动现金净额

4,663.14万元。整体来看，公司资产负债率较低，偿债能力较强，经营稳健，盈利能力、营运能力、经营

现金流较好。 

公司主要设备盈利能力稳定，使用情况良好，不存在减值迹象；目前未出现替代资产及资产升级换代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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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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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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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