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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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46,808,581.14 105,076,791.27 39.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263,071.92 190,757.90 2,659.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782,388.10 -403,096.04 1,286.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550,403.22 -11,675,151.83 9.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5 0.001 1,4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5 0.001 1,4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0% 0.02%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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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9,477,382.82 2,178,511,351.87 5.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59,352,719.01 1,053,811,667.84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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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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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234.32 政府补助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2,406.15  

减：所得税影响额 12,500.7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6,356.39  

合计 480,683.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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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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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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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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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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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1% 102,002,880 13,920,000 质押 28,800,000 

湘潭振湘国有资

产经营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0.52% 36,341,400 36,341,400   

农银国际（湖南）

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潇湘成长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7.25% 25,040,000 25,040,000 质押 20,032,000 

上海智越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03% 20,848,000 20,848,000   

上海景贤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3% 13,924,000 13,9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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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11,136,000 11,136,000   

邱小贞 境内自然人 0.47% 1,618,58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37% 1,273,120 0   

谢杨哲 境内自然人 0.36% 1,260,000 0   

广州期货有限公

司－广州期货合

阳 1号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36% 1,253,56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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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082,880 人民币普通股 88,082,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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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小贞 1,618,580 人民币普通股 1,618,58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73,120 人民币普通股 1,273,120 

谢杨哲 1,2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60,000 

广州期货有限公司－广州期货合

阳 1号资产管理计划 
1,253,560 人民币普通股 1,253,560 

蒋如宁 1,215,600 人民币普通股 1,215,600 

陈玲 798,560 人民币普通股 798,56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摩

根士丹利华鑫多因子精选策略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41,400 人民币普通股 741,400 

李彩莲 660,320 人民币普通股 660,320 

张良 650,880 人民币普通股 650,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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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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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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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期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其他流动资产 1,626,207.59 394,812.65 311.89% 

  在建工程 209,474,797.47 115,896,757.02 80.74% 

  应交税费 4,565,496.14 8,259,890.66 -44.73% 

  长期应付款 192,586,946.33 125,404,248.81 53.57% 

  专项储备 564,527.56 286,548.31 97.01% 

  未分配利润 6,776,097.71 1,513,025.79 347.85%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146,808,581.14 105,076,791.27 39.72% 

营业成本 109,759,743.44 74,123,102.03 48.08% 

税金及附加 2,778,512.42 848,096.45 227.62% 

销售费用 5,458,443.61 2,250,365.79 142.56% 

管理费用 14,954,419.24 23,507,126.16 -36.38% 

资产减值损失 2,241,090.58 -3,345,659.23 166.99% 

投资收益 -152,808.41 0 -100% 

营业外收入 2,385,018.19 1,357,836.98 75.65% 

营业外支出 358,289.00 86,677.98 313.36% 

所得税费用 1,241,693.75 3,285,196.76 -62.20%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81,180,806.67 183,563,777.35 -1.3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91,731,209.89 195,238,929.18 -1.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550,403.22 -11,675,151.83 9.63%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0,139,040.77 30,000,000.00 233.8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38,135,581.42 430,491,945.54 -67.9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996,540.65 -400,491,945.54 90.51%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58,196,000.00 109,930,816.00 134.87%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9,622,989.10 310,891,120.61 -42.2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573,010.90 -200,960,304.61 139.1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0,026,067.03 -613,127,401.98 104.90%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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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增加311.89%，主要系本期预交税费。 

2、在建工程较年初增加80.74%，主要系本期新基地二期工程项目投入增加。 

3、应交税费较年初减少44.73%，主要系本期末应交税费较年初减少。 

4、长期应付款较年初增加53.57%，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增加融资租赁借款。 

5、专项储备较年初增加97.01%，主要系本期计提安全生产支出及井下维护费用比实际使用的多。 

6、未分配利润较年初增加347.85%，主要系本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增加。 

（二）利润表项目 

1、营业收入同比增加39.72%，主要系本期产品销售量同比增加。 

2、营业成本同比增加48.08%，主要系本期销售量增加，销售成本同比增加。 

3、税金及附加同比增加227.62%，主要系本期根据财政部《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以及《关于<增值

税会计处理规定>有关问题的解读》，将车船使用税、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印花税的发生额列报于“税金及附加”项目。 

4、销售费用同比增加142.56%，主要系本期产品销售量增加，产品运输费同比增加。 

5、管理费用同比减少36.38%，主要系上年同期有电解金属锰和矿业停工损失列支。 

6、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166.99%，主要系本期计提坏账准备增加。 

7、投资收益同比减少15.28万元，主要系本期联营企业投资损失。 

8、营业外收入同比增加75.65%，主要系子公司增值税返还同比增加。 

9、营业外支出同比增加313.36%，主要系本期子公司罚款等增加。 

10、所得税费用同比减少62.2%，主要系本期递延所得税费用同比减少。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90.51%，主要系本期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增加，而支付其他与投

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减少。 

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139.10%，主要系本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而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同比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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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湖北长阳宏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事项 

     报告期初，公司与湖北长阳宏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7年1月21日披

露的《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3），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该事项目前尚处于尽职调查阶段。 

     2、将湘潭鹤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湘潭市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事项 

    2017年2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湘潭鹤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

湘潭市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7年2月25日披露的《关于将湘潭鹤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100%

股权转让给湘潭市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7）。2017年3月1日湘潭鹤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完成

了工商变更登记，湘潭鹤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变为湘潭市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1万吨高纯硫酸锰生产线项目 2017年 04 月 18日 

《关于高性能电解二氧化锰生产线和高

纯硫酸锰生产线试运行的公告》刊登于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原电解金属锰产品生产线改造成 1万吨

高性能电解二氧化锰生产线项目 
2017年 04 月 18日 

《关于高性能电解二氧化锰生产线和高

纯硫酸锰生产线试运行的公告》刊登于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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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子公司靖西湘潭电化科技有限公司

热电联产项目 
2017年 04 月 10日 

《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控股子公司靖西湘潭电化科技有限公司

高性能锰酸锂电池正极材料项目 
2017年 04 月 10日 

《关于控股子公司投资建设高性能锰酸

锂电池正极材料项目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7-014）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鹤岭污水处理厂项目 2017年 04 月 10日 
《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有限公司项目

进展 
2017年 04 月 10日 

《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与专业机构农银国际（湖南）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合作设立产业并购基金事项 
2017年 04 月 10日 

《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原竹埠港地区生产厂区征拆补偿事项 2017年 04 月 10日 
《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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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17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年 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280.81% 至 329.78% 

2017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2,100 至 2,370 

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551.4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 2017年 1-6月业绩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原因为：1、电解二氧化锰产

品销量较上年同期增长；2、上年同期有电解金属锰生产线停工损失。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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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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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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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年 01 月 05日 实地调研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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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01）。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谭新乔 

                                                                                2017年 4 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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