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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50                           证券简称：科达利                             公告编号：2017-042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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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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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达利 股票代码 002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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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敏 罗丽娇 

办公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华兴路北侧中建工

业区一栋三层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华兴路北侧中建工

业区一栋三层 

电话 0755-6118 9991 0755-6118 9991 

电子信箱 ir@kedali.com.cn ir@kedal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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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6,476,633.67 642,098,498.55 16.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4,668,866.95 94,355,873.72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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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93,577,111.87 96,187,584.59 -2.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8,202,302.59 140,713,826.46 -176.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8 0.90 -24.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8 0.90 -24.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2% 13.60%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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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9,299,301.25 1,723,214,114.39 77.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77,848,755.96 929,998,155.68 13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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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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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励建立 境内自然人 38.23% 53,528,745 53,528,745 -- -- 

励建炬 境内自然人 11.89% 16,642,934 16,642,934 -- -- 

深圳市宸钜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11% 8,550,022 8,550,022 -- -- 

深圳市大业盛德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14% 7,199,889 7,199,889 -- -- 

苏州和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0% 7,000,000 7,000,000 -- -- 

平安财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5% 3,149,951 3,149,951 -- -- 

南海成长精选（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4% 3,000,000 3,000,000 -- -- 

深圳远致富海新能源投资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3% 2,000,000 2,000,000 -- -- 

北京明石科远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1% 1,000,000 1,000,000 -- -- 

芜湖富海浩研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1% 1,000,000 1,000,000 -- -- 

明石北斗（上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1% 1,000,000 1,000,000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励建立先生和励建炬先生为亲兄弟关系，励建炬持有大业

盛德 46.27%的股权。此外，远致富海与芜湖富海系同受深圳市

东方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控制的关联企业，北京明石和明石

北斗系同受明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控制的关联企业。公司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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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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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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行业受补贴下降的影响，行业利润下降，短周期内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并未达到市场所预

期的高景气度。但从长期来看，新能源汽车因其节能环保、拉动经济增长等优势被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国家坚定支

持的产业，将保持行业长期向好的趋势。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定位于高端市场、采取重点领域的大客户战略，持续发展下游新能源汽车动力锂电池的领先高端客

户及知名客户；同时把握行业发展机遇，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积极进行产能布局，进一步巩固和增强公司的后续竞争力。2017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476,633.6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6.2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4,668,866.95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0.33%；资产总额为3,059,299,301.25元，较上年度末增长77.5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2,177,848,755.96元，较上年度末增长134.18%。 

2017年上半年公司成功登陆资本市场，于3月2日在深交所中小板挂牌上市，这是公司发展历程中新的里程碑。经过二

十余年的发展，公司成长为国内领先的锂电池精密结构件和汽车结构件研发及制造商，占据了领先的市场地位。近年来新能

源汽车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增长带动了公司的生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对公司的资金实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公司上市后资本市

场强大的融资平台为公司的业务拓展，产能扩张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同时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和综合实力。 

客户合作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凭借自身出众的技术实力、服务能力和产品品质与行业内的领先客户如CATL、比亚迪、

中航锂电、力神等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同时密切关注锂电池市场动态，开拓增量市场，挖掘潜力客户，公司与松下、力

信、亿纬锂能等客户的合作进一步深入。报告期内，依循公司一贯为大客户就近配套生产基地的战略在宁德投资设立了全资

子公司福建科达利，此次投资旨在配套国内领先动力电池制造厂商CATL，在其周边设立生产基地，以提高服务质量和响应

速度，深化客户合作，增强长期稳定的供应链合作关系。 

产能扩张方面：报告期内惠州科达利项目、江苏科达利项目同时进行，这些项目的建设进一步增强公司在华东、华南

等锂电池行业重点区域的产能布局，有效辐射周边的下游客户，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能地域覆盖。同时公司通过产能扩张的

规模效应将实现产品的成本优势，进一步巩固和保持公司在锂电池精密结构件的领先优势。 

技术研发方面：报告期内公司面对新能汽车行业持续的技术革新和产品优化，不断跟踪行业技术前沿和发展趋势，进

行技术路线的提前布局，持续推动新技术开发和产业化，以快速满足客户的需求。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强化核心技术的自主开

发，在电池的使用安全性、抗腐蚀性、连接的可靠性、紧密性等方面的进行了技术创新，2017上半年公司及子公司新增已获

授权和已获受理的专利共26项，包含已获授权的专利11项，其中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10项。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拥

有专利85项，其中日本专利2项、韩国专利2项、台湾专利1项、美国专利1项，国内发明专利13项，国内实用新型专利66项。

这些专利为公司动力电池精密结构件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经营管理方面：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公司及子公司的质量管理、财务管理、制度建设等方面的管理优化工作，严格

按照上市公司规范治理要求完善公司治理，不断提升公司及子公司的管理水平。并结合公司规模快速扩张的实际情况，积极

引进生产管理、技术研发、品质管理、市场开拓方面的专业人才，助力公司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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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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6月27日，公司在福建省宁德市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福建科达利精密工业有限公司，该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万元，公司出资比例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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