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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60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公告编号：2016-025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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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实施年度利润分配时股权登记日当天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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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赣锋锂业 股票代码 002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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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明 余小丽 

办公地址 江西省新余市经济开发区龙腾路 江西省新余市经济开发区龙腾路 

传真 0790-6860528 0790-6860528 

电话 0790-6415606 0790-6415606 

电子信箱 ouyangming@ ganfenglithium.com 524137636@qq.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锂及其深加工产品用途广泛，目前正处于行业生命周期的发展初期，是新兴朝阳产业，其快速发展主要

得益于来自下游新能源、新药品、新材料三大领域的旺盛需求。在新能源领域，深加工锂产品主要用于生

产一次高能电池、二次锂电池和动力锂电池；在新药品领域，深加工锂产品主要用于生产新型抗病毒、抗

肿瘤药等新药品的关键中间体；在新材料领域，深加工锂产品主要用于生产新型合成橡胶、新型工程材料、

陶瓷和稀土冶炼等。为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推进节能减排，国家陆续出台有关政策，大力促进了新

能源汽车和锂电行业技术升级和产业化应用，锂电行业将获得巨大的发展机遇，其对锂产品的需求将迅速

提升，也将促进深加工锂产业的快速发展。 

赣锋锂业专注于深加工锂产品、锂电新材料和锂动力与储能电池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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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无机锂、有机锂、金属锂及锂合金、锂电新材料、锂动力与储能电池等5大系列40多种产品，是目前

国内锂系列产品品种最齐全、产品加工链最长、工艺技术最全面的专业生产商，国内深加工锂产品行业龙

头企业。 

公司也是国内唯一同时拥有“卤水提锂”和“矿石提锂”产业化技术的企业，拥有国内最大的卤水提锂和

矿石提锂锂盐加工生产线，主要产品电池级碳酸锂、电池级氢氧化锂已经进入国际一线动力电池企业供应

链体系；同时，公司也是全球最大的金属锂产品供应商，金属锂市场份额占全球30%以上，拥有国内领先

的金属锂冶炼和低温真空蒸馏提纯技术；是国内唯一专业化规模化的丁基锂生产基地，在全球市场占有重

要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实施“锂产业链上下游一体化”的发展战略，进一步推动产业链向上下游延伸和产

业链结构优化升级，通过受让江西锂业100%股权拥有宁都河源锂辉石矿，收购澳大利亚RIM公司25%股权

拥有Mt Marion锂辉石矿的包销权，满足了公司迅猛发展对锂原料不断增长的需求；公司继续拓展和加拿大

国际锂业等国际上游锂资源企业的战略合作，加快阿根廷Mariana卤水矿和爱尔兰Blackstair锂辉石矿的勘探

开发进度；实施收购美拜电子100%股权，参股长城华冠汽车，快速进入到深加工锂产品最具前景的下游应

用领域——新能源领域，有利于提升公司锂业务的附加值，提高公司锂产业链的综合竞争力，通过不断开

发新产品和新市场，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稳定上游，做强中游，拓展下游，努力把公司打造成“全球

锂行业上下游一体化的国际一流企业”。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1,353,924,754.93 869,480,146.97 55.72% 686,267,00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5,154,019.34 85,727,369.95 45.99% 74,123,526.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6,496,170.41 73,608,307.35 44.68% 64,337,127.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5,966,797.33 11,107,441.03 3,194.79% 63,556,446.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 0.24 41.67% 0.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 0.24 41.67% 0.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9% 5.47% 1.22% 8.09%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2,527,552,379.63 1,954,451,783.93 29.32% 1,795,891,836.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82,521,550.40 1,386,551,002.42 35.77% 1,313,796,590.1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29,527,355.82 314,872,074.75 322,685,417.82 486,839,90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160,540.36 26,857,930.83 33,564,238.21 40,571,309.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380,744.58 23,784,775.13 28,034,313.16 33,296,33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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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291,556.36 28,203,095.25 71,098,929.87 248,373,215.8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65,49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74,028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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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良彬 境内自然人 23.79% 89,923,484 67,442,613 质押 17,970,202 

王晓申 境内自然人 8.90% 33,632,968 25,224,726 质押 8,290,000 

李万春 境内自然人 3.06% 11,549,775 11,549,775   

沈海博 境内自然人 1.39% 5,257,856 3,943,392 质押 3,572,000 

胡叶梅 境内自然人 1.31% 4,949,903 4,949,903   

罗顺香 境内自然人 1.23% 4,643,324 0   

曹志昂 境内自然人 1.04% 3,948,700 2,961,525   

黄闻 境内自然人 1.00% 3,772,070 0   

熊剑浪 境内自然人 0.62% 2,343,770 0 质押 650,000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多策略

精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5% 2,069,072 2,069,07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李良彬家族与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本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金雪松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020599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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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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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董事会本着诚信勤勉的态度和对全体股东认真负责的精神，以国际化的视野布局全球营销体

系，以职业化的要求加强内控体系建设，产业链延伸和产品链结构优化升级战略布局全面展开，公司锂产

业链的综合竞争力不断增强。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提高创新能力，夯实管理基础，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投产

达产，并抓住市场机遇，全面加强生产经营管理，顺利完成了年初制定的经营业绩考核目标，维护了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专注于深加工锂产品、锂电新材料和锂动力与储能电池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利用现有的卤水提锂技术优势和深加工锂化合物领域的领先优势，不断优化生产工艺，降低生产成

本，提高生产效率，稳定产品质量，主营业务收入、利润均实现了稳定增长，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35392.48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72%；利润总额14989.9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8.0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12515.4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5.99%；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25.2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9.32%；

净资产18.8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5.77%。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强创新能力和创新平台建设，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客户满意为动力，以

技术创新为支撑，积极开拓新产品新市场，不断提高公司的创新能力。2015年，公司研发投入6172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62.87%。获批组建“院士工作站”，企业的科研平台和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核心竞争力显

著提高。全年共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3项，承担省、市级科研项目13项；主持或参与起草（修订）行业标

准6项，新申请国家专利18项，其中国家发明专利9项，实用新型专利9项，获授权国家专利13项，其中国

家发明专利4项，实用新型专利9项。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锂产业链上下游一体化”的发展战略，在巩固原有的新药品领域和新材料领域的

客户基础上，积极拓展在深加工锂产品最具前景的下游应用领域——新能源领域的产业布局，实施收购美

拜电子100%股权，参股长城华冠汽车，进一步推动产业链向下游延伸和产业链结构优化升级；在上游锂资

源开发领域，公司继续拓展和加拿大国际锂业等国际上游锂资源企业的战略合作，加快阿根廷Mariana卤水

矿和爱尔兰Blackstair锂辉石矿的勘探开发进度，通过受让江西锂业100%股权拥有宁都河源锂辉石矿，收购

澳大利亚RIM公司25%股权拥有Mt Marion锂辉石矿的包销权，满足了公司迅猛发展对锂原料不断增长的需

求。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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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金属锂系列 417,476,221.29 99,514,790.30 23.84% 10.12% 17.72% 1.54% 

碳酸锂系列 327,777,825.24 64,172,524.08 19.58% 42.07% 94.54% 5.28% 

锂电池及其材料 202,002,722.93 40,667,361.92 20.13% 4,233.54% 11,112.67% 12.35% 

其他产品 402,594,676.71 100,827,429.55 25.04% 59.61% 40.00% -3.51%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201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35,392.48 万元,同比增长55.72%,营业成本105,898.72, 同比增长54.88%,归属于上市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12,515.40同比增长45.99%,主要是1、公司各产品产能逐步扩大，精细化管理降低了生产成本；2、

下游锂电池市场需求稳步增长，锂电池上游的电池材料行业带动锂化工产品需求快速增长；3、深圳美拜2015年7月纳入合并

范围，合并收入18,457.57万元。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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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 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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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并成本及商誉 

 
    合并成本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的说明： 

    本公司于 2015年 7月 收购了美拜电子 100%的股权，购买对价系通过现金及发行权益性工具支付。 

    根据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李万春及胡叶梅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购买资产协议》以及补充协议约定，本次

交易中，美拜电子100.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36,700.00万元，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15.57元/股，股份

发行数量为16,499,678股。其中，向李万春发行11,549,775股，收购其持有的美拜电子70%的股权；向胡叶梅发行4,949,903

股，收购其持有的美拜电子30%的股权。本公司另支付现金110,100,000.00元。 

     由于未完成 2014 年度的业绩承诺，本公司回购注销李万春、胡叶梅2014 年度应补偿股份137,713 股，其中李万春应补

偿股份数96,399 股，胡叶梅应补偿股份数41,314 股。本次所补偿的股份数合计137,713 股由本公司以1 元总价回购。 

    经过本次回购后，本公司购买美拜电子的交易对价暨合并成本调整为364,855,796.05元。 

3、 被购买方于购买日可辨认资产、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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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对 2016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6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2016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320.00% 至 360.00% 

2016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

间（万元） 
10,147.41 至 11,113.83 

2015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2,416.0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由于下游锂电池市场需求旺盛，上游的电池材料行业带动锂化

工产品需求快速增长，导致公司电池级碳酸锂和电池级氢氧化锂等产品销

售价格和销量均同比上涨，业绩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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