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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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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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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潭市雨湖区九华莲城大道 5号五矿尊城 湘潭市雨湖区九华莲城大道 5号五矿尊城 

电话 0731-55544161 0731-55544048 

电子信箱 zqb@chinaemd.com zqb@chinaemd.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两个方面：电池材料业务和污水处理业务。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是电

解二氧化锰产品产销两旺，销量和销售单价均较上年同期增长。 

   （1）电池材料业务 

电池材料业务主导产品为电解二氧化锰，应用于一次电池和二次电池的生产，采用“研发-生产-销售”的经营模式，按

照其适用电池类型的不同，细分为P型、碱锰型、高性能型、锂锰型和锰酸锂型等，其中，P型主要用于P型电池的生产，普

通碱锰型和高性能碱锰型用于无汞碱锰电池的生产，锂锰型主要用于一次锂锰电池的生产，锰酸锂型主要应用于二次锂离子

电池正极材料锰酸锂的生产。公司产品结构不断优化，以碱锰型为主导，正逐步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的锂锰型、高性能型、

锰酸锂型发展。公司是行业内生产规模最大、产品类型最齐全、竞争力很强的企业，处于行业龙头地位。目前，公司正处于

转型升级的发展阶段，发展速度受下游电池行业发展及下游客户发展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新建年产1万吨高性能电解二氧化锰生产线以及控股子公司靖西电化新建高性能锰酸锂电池正极材料项

目均已投产，公司产能增加，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报告期内，公司年产1万吨高纯硫酸锰生产线项目完工试运行，公司正

积极进行市场开拓，已获得多家行业标杆企业的认可，目前已与湖南杉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湖南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湖南长远锂科有限公司等建立了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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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污水处理业务 

污水处理业务主要是城市污水处理业务，采用“政府特许、政府采购、企业经营”的经营模式，具有刚性特征，不易受

宏观经济影响，具有相对稳定的收入、利润和现金流量。目前公司污水处理业务规模相对较小，运行平稳，盈利稳定。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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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年 

营业收入 740,803,455.67 657,677,292.30 12.64% 625,540,166.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171,460.16 22,240,666.49 112.10% 11,435,175.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4,804,278.70 19,428,198.94 130.61% 7,777,074.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338,504.87 24,306,762.36 127.67% 97,193,213.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06 133.33% 0.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06 133.33% 0.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8% 2.13% 2.25% 2.71% 

 2017年末 2016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年末 

资产总额 2,556,873,687.93 2,178,511,351.87 17.37% 2,631,993,491.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01,584,591.56 1,053,811,667.84 4.53% 1,031,326,915.5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46,808,581.14 194,021,929.36 188,090,738.46 211,882,206.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63,071.92 16,751,242.80 18,223,117.45 6,934,027.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782,388.10 15,964,696.21 17,202,062.36 6,855,132.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550,403.22 50,200,287.14 5,273,146.91 10,415,474.0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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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8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8,078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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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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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电化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51% 102,002,880 13,920,000 质押 47,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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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25,600 13,920,000 质押 5,5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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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3% 2,856,641 0   

蒋如宁 境内自然人 0.38% 1,304,100 0 质押 1,242,1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37% 1,273,120 0   

湘潭新盛企业

管理发展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2% 1,120,000 1,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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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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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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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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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复苏态势强劲和欧洲经济持续改善，全球宏观经济明显向好。中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增长阶段，经济产

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在此背景下，公司努力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产业协同发展，生产安全持续稳定，主导产品电解二氧化锰产销量均创历史新高。在全体员工共同

努力下，公司取得了优异的经营业绩。  

（1）创新引领，产销两旺，电解二氧化锰产品盈利能力增强 

全年电解二氧化锰业务实现营业收入60,434.6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7.10%，其中高性能电解二氧化锰实现营业收入

12,497.2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19.93%，锰酸锂专用电解二氧化锰实现营业收入8,007.6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4.54%。 

全年共生产电解二氧化锰6.44万吨，较上年同期增长15.87%；销售电解二氧化锰6.71万吨，较上年同期增长21.79%。开

采矿石23.76万吨，较上年同期增长61.54%，销售矿石3.83万吨，较上年同期下降63.75%。 

报告期内，公司产能扩大，主要系年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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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项目的投产。与此同时，公司销售形势喜人，出现产品供不应求的状况，尤其是高性能电解二氧化锰和锰酸锂专用电解二

氧化锰这两个产品，客户认可度高，销售前景良好。电解二氧化锰产品出现产销两旺的情况，主要得益于公司在技术创新方

面取得的成果，使公司可以采取差异化竞争策略，成为同行业中的领跑者。 

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靖西电化的热电联产项目投产，更好地发挥了项目联动效应，对降低生产成本起到了积极作用。 

（2）新增鹤岭污水处理厂和污泥处置，污水处理平稳运行，盈利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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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污水处理业务实现营业收入7,107.1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36%，实现净利润2,356.65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0.6% 。全年处理城市污水6,570.99万立方米，较上年同期增长11.36%。公司现有污水日处理设计能力为21万立方米。 

鹤岭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完工投产，已于2017年底正式通水运行，实现出水水质达标排放，有效保护了鹤岭地区水质和

生态环境。报告期内，污泥处置项目完工运行，实现了湘潭市城区、湘潭县以及韶山市范围内城市污泥的集中处理，并达到

污泥处置无害化、资源化的要求，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3）继续投资新能源电池材料项目，扩大产业布局 

1）报告期内，年产1万吨高纯硫酸锰项目试运行，公司正积极进行市场开拓，已获得多家行业标杆企业的认可，目前已

与湖南杉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南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等建立了合作关系。 

2）公司对参股公司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有限公司增资3,391万元，支持裕能新能源磷酸铁锂产品的生产规模从年产

3000吨扩大到年产1万吨，同时新建年产3000吨的镍钴锰三元电池材料项目。目前，裕能新能源的磷酸铁锂二期项目主体工

程已基本完工，三元材料项目正在抓紧建设中。经过前期不懈的努力，裕能新能源已获得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的认证，实现了批量销售，盈利能力逐步得到释放。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普通电解二氧化

锰 
76,641,473.97 8,783,907.96 11.46% 4.15% -8.53% -1.59% 

无汞电解二氧化

锰 
305,391,241.07 75,927,297.48 24.86% 5.34% 2.60% -0.66% 

锂锰电解二氧化

锰 
17,265,077.22 7,263,848.88 42.07% 28.85% 5.68% -9.22% 

锰酸锂专用二氧

化锰 
80,076,845.59 14,919,668.70 18.63% 34.54% 48.48% 1.75% 

高性能电解二氧

化锰 
124,972,267.78 34,197,081.17 27.36% 219.93% 498.88% 12.75% 

污水处理 71,071,203.81 39,866,150.55 56.09% 11.36% 7.33% -2.11%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112.10%主要系电解二氧化锰产品产销两旺，销量和销售单价均

较上年同期增长。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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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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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公司自2017年5月28日起执行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

营》，自2017年6月12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本公司编制2017年度报表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将原列

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

处置收益”。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调减2016年度营业外收入24,456.45元，营业外支出4,769,696.96元，调

增资产处置收益-4,745,240.5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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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新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湘潭电化新能源材料分析检测有限公司，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尚未对检测公司出

资，检测公司尚未开展业务。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8年 1-3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2018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90.00% 至 128.00% 

2018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

间（万元） 
1,000 至 1,200 

2017年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526.3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 2018年一季度业绩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系电解二氧化锰产品产销两

旺。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谭新乔 

 

2018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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