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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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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力远 600478 力元新材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丽萍 张飞 

电话 0731-88983602 0731-88983602 

办公地址 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西路348

号 

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西路348

号 

电子信箱 zhaoliping@corun.com zhangf@corun.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6,112,060,851.02 5,227,667,030.54 16.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231,553,903.06 1,307,129,988.06 -5.7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01,331,919.17 -28,623,911.06 不适用 

营业收入 753,415,227.17 814,692,271.49 -7.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7,463,904.57 -64,482,536.82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7,193,348.12 -77,932,483.580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10 -4.38 减少1.7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56 -0.046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56 -0.046 不适用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6,81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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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湖南科力远高技术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7.69 246,012,243 0 质押 186,450,000 

钟发平 境内自

然人 

7.31 101,643,428 0 无 0 

财通基金-平安银行-湖南

景明投资发展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未知 2.89 40,181,643 40,181,643 未知   

深圳宏图瑞利投资有限公

司 

未知 2.73 37,940,328 37,940,328 质押 18,970,164 

高雅萍 未知 2.25 31,354,553 0 未知   

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华融．汇盈 32号证券

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未知 2.13 29,660,000 0 未知   



申银万国期货有限公司-

申银万国期货有限公司元

亨一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96 27,288,444 0 未知   

郑文平 未知 1.65 23,012,242 0 未知   

兴业全球基金-上海银行-

兴全定增 61号特定多客户

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40 19,523,742 0 未知   

兴业全球基金-上海银行-

兴全定增 62号特定多客户

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32 18,389,583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湖南科力远高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实

际控制人钟发平先生控制的企业，湖南科力远高技术集团有

限公司和钟发平先生为一致行动人。“兴业全球基金-上海

银行-兴全定增 61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及“兴业

全球基金-上海银行-兴全定增 62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

划”均由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管理。公司未发现其

余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坚决贯彻“两个重点带动一条产业链”的战略，即以混合动力总成系统平台构

建、混合动力汽车示范运营为重点，带动关联产业——动力电池、材料及其它关键零部件产品协

同发展。2017 年上半年，伴随着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在研发投入、成本费用居高不下的情况下，

公司凭借行业领先品牌、技术、人才和管理优势，全力抢占市场份额。 

1、民用电池和电池材料业务 



报告期内，金川科力远完成 HEV 车载镍氢动力电池用储氢合金分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开始稳

定生产和供货。预计年产量达 800 吨，可满足 2000 万支镍氢动力电池、12 万辆 HEV 使用，实现

HEV 车载镍氢动力电池负极关键材料——储氢合金粉的产业化。此外，金川科力远所研发生产的

民用锂电经过技术团队的不懈努力，顺利实现了产业化并已进入盈利阶段。 

2、动力电池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与日本丰田等合资的科力美汽车动力电池有限公司已正式投产，年产能为

11.3万台套，主要为满足一汽丰田、广汽丰田的订单需求，经营状态良好，盈利能力开始逐步凸

显。 

2017年6月，全资子公司科霸公司二期扩产项目生产线顺利通过行业主管部门和日本丰田公

司的评估、审核、验收，本次扩产后，科霸公司镍氢车用动力电池极片全自动化生产线产能提升

一倍，可达12万台（套）/年，以满足来自日本丰田逐渐增长的正负极极片订单需求以及混合动

力大巴及混合动力乘用车动力电池的新增需求。 

报告期内，科霸公司新一代镍氢动力电池能量包正式上市销售，基于其性能优势，将广泛应

用于混合动力轿车、混合动力大巴车、燃料电池大巴车、快充大巴车等车型。 

3、 动力电池总成系统业务 

报告期内，CHS 公司佛山基地项目稳步推进。按照公司及 CHS 公司与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政府

签订的《中国混合动力及传动系统总成技术平台项目迁址佛山（禅城）合作协议书》，该项目所获

得的 1.25 亿元搬迁补助资金以及 6 亿元代购代建资金已经落实到账。该项目已取得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建设工程许可证等行政许可证书。截至目前，全部桩基工程、研发大楼基坑工程以及道

路搅拌桩工程已全部实施完毕，实验中心主体安装完成，联合厂房建设总体施工进度达到 65%。

部分机电设备采购已定标，量产线建设项目装配测试设备完成招标工作并签订了技术协议，整体

项目进展符合预期。年产 30 万套首期项目预计将于年底正式建成。 

报告期内，CHS 公司和云内动力签订合资协议书，共同投资设立无锡同润混合动力技术有限

公司，凭借合作双方优势共同推进混合动力系统在柴油机领域的应用，产品可适用于轻卡、MPV、

皮卡、SUV、轻客、微卡、中巴等车型。截至目前，该项目云内动力方面已获得昆明市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复。 

 

2017 年 8 月，搭载 CHS 插混动力总成系统的吉利帝豪 PHEV 在上海车展亮相，该车型性能优

于同级别其他车型。截止目前已有 30 台吉利帝豪 PHEV 进入示范运营阶段。去年年底，CHS 公司



也已交付了搭载于吉利帝豪 EC7 的 HEV 动力总成系统，目前在国内多个城市进行示范运营，示范

运营成果显著。未来此两种车型的上市将推动 CHS 公司从技术研发型向产业化规模化转变。除吉

利外，公司与长安等国内整车企业基于 CHS 总成系统平台的产品与技术研发在顺利进行当中。 

4、混合动力汽车示范运营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广搭载“科力远镍氢动力电池”及“CHS混动系统总成”的混合动力汽车在

城市公共出行领域的运营。现已累计在上海、深圳、佛山、长沙、重庆、成都等 13 个城市推广混

合动力公交大巴、巡游出租车、网约出租车近 3000 辆，其中混合动力公交车约 900 辆，乘用车

2000 余辆。该业务开展顺利，经营模式不断取得创新，经济效益符合预期。 

5、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15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湖南科力远新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806 号），拟融资不超过 15 亿元。本次

非公开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将用于动力电池、泡沫镍项目的建设及氢燃料电池混合动力总成系统的

进一步开发和产业化，强化公司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动力总成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政府补助》（财会〔2017〕 15 号）修订的规定，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与企业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 与企业

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 

公司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属于与日常活动相关，前期结转的递延收益余额亦系与日常经营活

动相关，本期收到的日常活动政府补贴以及从递延收益转入的政府补贴，计入其他收益科目金额

为 17,002,510.67 元，冲减财务费用的政府补贴 387,267.00 元，相应等额减少营业外收入科目金额。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