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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60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公告编号：临 2017-104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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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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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 江西省新余市经济开发区龙腾路  

电话 0790-6415606  

电子信箱 ouyangming@ ganfenglithiu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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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5,257,048.81 1,343,214,543.46 2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07,378,846.34 278,154,962.66 118.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08,926,967.07 313,660,110.79 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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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59,155,181.24 248,463,521.72 -244.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1 0.37 118.9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1 0.37 118.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59% 13.80% 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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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5,553,304.52 3,808,742,104.22 39.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04,259,532.47 2,488,288,427.38 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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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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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良彬 境内自然人 24.67% 179,846,968 134,885,226 质押 45,380,000 

王晓申 境内自然人 9.23% 67,265,936 50,449,452 质押 17,345,000 

全国社保基

金四一三组

合 

其他 1.52% 11,043,236 0   

沈海博 境内自然人 1.26% 9,215,712 7,136,784 质押 4,824,000 

曹志昂 境内自然人 1.08% 7,897,400 7,897,400   

黄闻 境内自然人 1.03% 7,544,140 0   

中国工商银

行－上投摩

根内需动力

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71% 5,140,150 0   

熊剑浪 境内自然人 0.64% 4,687,540 0 质押 1,300,000 

李万春 境内自然人 0.58% 4,200,005 4,200,005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投

摩根智慧互

联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2% 3,800,66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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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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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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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6 月 30 日，王武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550,826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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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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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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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从事锂资源开发、深加工锂产品、锂电新材料、锂动力与储能电池、锂电池综合回收利用等全产业

链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在国内率先建成了锂产品资源闭路循环和综合回收的生态工业系统；公司电池级碳酸锂、

电池级氢氧化锂、金属锂、丁基锂、锂动力与储能电池等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新材料和新医药等领域，具有技术难度大、

附加值高和应用市场广等特点，为未来锂行业的主要增长点。中国新能源汽车需求量的爆发式增长，带动了深加工锂产品行

业的快速发展，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利润均实现了稳步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2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8.36%；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53.0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9.30%；

净资产27.0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68%。 

    报告期内，公司持有43.1%股权的澳大利亚RIM公司Mt Marion锂矿项目顺利投产，并实施收购了加拿大美洲锂业17.5%

的股权和澳大利亚Pilbara4.84%的股权，不断拓宽原材料的多元化多渠道供应；公司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92,800万元，用于投资建设年产6亿瓦时高容量锂离子动力电池项目、年产 1.5 万吨电池级碳酸锂建设项目和

年产2万吨单水氢氧化锂项目；公司投资建设的年产 1000T 丁基锂及副产 1000T 氯化锂生产线搬迁项目和 34000t/a 废旧

锂电池综合回收项目分期分步建成投产，年产1.75万吨电池级碳酸锂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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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承担国家、省、市级项目5项，主持（参与）行业标准

起草3项，新申请国家专利8项，获授权国家专利3项，继续保持企业在国内深加工锂行业的技术领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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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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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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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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