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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25                               证券简称：湘潭电化                        公告编号：2017-033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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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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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599,985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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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潭电化 股票代码 00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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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咏梅 沈圆圆 

办公地址 
湘潭市雨湖区九华步步高大道 5号五矿尊

城 

湘潭市雨湖区九华步步高大道 5号五矿尊

城 

电话 0731-55544161 0731-55544048 

电子信箱 zqb@chinaemd.com zqb@chinaem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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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830,510.50 261,412,862.23 30.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014,314.72 5,514,482.67 299.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0,747,084.31 3,020,525.20 586.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9,649,883.92 -13,899,634.67 385.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4 0.030 1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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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4 0.030 11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7% 0.53%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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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8,044,811.56 2,178,511,351.87 2.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76,411,616.44 1,053,811,667.84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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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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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20,000 13,920,000 质押 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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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期货有限

公司－广州期

货合阳 1号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72% 2,482,260 0   

邱小贞 境内自然人 0.48% 1,665,880 0   

蒋如宁 境内自然人 0.38% 1,310,400 0 质押 1,248,9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37% 1,273,1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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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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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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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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强管理、拓市场、重人才、实现企业腾飞”的工作思路周密部署各项工作，生产经营平稳运行。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4,083.0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0.3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201.43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299.21%，主要系公司电解二氧化锰产品产销两旺，盈利能力增强，以及原金属锰生产线改造后停工损失减少。 

（1）锰系化工行业（电解二氧化锰） 

报告期内，公司电解二氧化锰产品实现营业收入27,284.6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6.78%。1-6月生产电解二氧化锰

27,744.80吨，较上年同期减少2.11%；销售电解二氧化锰29,973.01吨，较上年同期增长32.07%，产品价格较上年同期有所

上涨。其中，国内市场销量为19,606.61吨，较上年同期增长23.32%；国外市场销量为10,366. 40吨，较上年同期增长52.55%。 

报告期内，电解二氧化锰行业竞争仍然激烈，煤炭等材料价格上涨，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各省，环保治理压力不断加大。

公司通过扩大规模；加强考核管理，进一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优化工艺，增加高效设备，提高自动化程度等措施，有效

地消耗一部分因主辅材料价格上涨带到的负面影响。公司从生产、销售、科研、品质管理等各方面齐下功夫，积极应对市场

环境变化，实现了销量上涨。公司根据销售计划合理组织生产，改善公司的产品结构。加大提升产品性能的科研投入，产品

品质不断提高。细分市场，对重点、大客户实行一户一策，同时努力开拓市场。尤其高性能电解二氧化锰产品的市场推广有

显著突破，增强了公司盈利能力。 

随着原电解金属锰生产线改造成的1万吨高性能电解二氧化锰项目和靖西电化年产6000吨高性能锰酸锂电池正极材料项

目在报告期内完工试运行，公司电解二氧化锰产能扩大，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下半年电解二氧化锰产品产能完全释放后产

量增加，产品供不应求的状况将得到改善，其中控股子公司靖西电化的热电联产项目在报告期内完工试运行将更好地发挥项

目联动效应，产品生产成本将下降，公司盈利能力有望进一步提高。 

报告期内，公司共开采矿石117,477吨，较上年同期增长203.57%，销售矿石34,934.04吨，较上年同期增长1,042.43倍。 

（2）环保类业务 

报告期内，污水处理公司运营稳定，污水处理业务实现营业收入3,753.7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14%，主要系污水处

理量较上年同期增加。目前，鹤岭污水处理厂主体工程完工，设备安装调试完毕，湘潭市雨湖区负责的配套管网建设正在加

紧进行中，预计下半年完工试运行。污泥处置项目已于6月开始试运行。 

（3）高纯硫酸锰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1万吨高纯硫酸锰生产线完工试运行，公司积极进行市场推广，预计下半年实现销售。 

（4）报告期内公司开展的其他重点工作 

1）强化管理 

加强母公司对各分子公司的管控，包括内部监督审计和安全、环保、现场的检查。内部监督审计将纠四风检查与审计工

作相结合，检查监督各项管理、考核制度的执行情况，对重点单位和重点环节进行重点监督审计。设立招标办，制定了招标

管理制度，规范了招投标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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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视人才 

人才是企业的发展之本，报告期内公司在加大招聘力度的同时加强员工培训，在公司内部实行培训常态化，不断提高员

工队伍的素质。建立员工职业晋升通道，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进一步深化薪酬改革。 

3）安全环保常抓不懈 

坚持把安全和环保作为一切生产经营工作的前提。进一步完善安全组织和管理体系，落实安全目标责任，加强全员安全

技能和意识的培养，组织有针对性的事故应急救援演练，提高全员安全生产应急处置能力及自救能力。制定了新的《环境保

护管理制度》，同时加大环保宣传力度，引导全员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环保意识，从源头抓起，抓跑、冒、滴、

漏等现象，加大环保治理力度，加大环保处理设施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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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谭新乔 

                                                                                2017年 8 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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