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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60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公告编号：临 2018-089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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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1,805,272.32 1,625,257,048.81 43.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37,068,911.22 607,378,846.34 37.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93,195,573.88 408,926,967.07 69.52%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3,017,443.63 -359,155,181.24 27.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6 0.54 40.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6 0.54 40.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06% 22.59%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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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1,398,286.99 7,999,100,056.47 9.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589,929,839.85 4,037,204,430.12 1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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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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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0% 269,770,452 202,327,839 质押 61,935,000 

王晓申 境内自然人 9.05% 100,898,904 75,674,178 质押 29,047,500 

沈海博 境内自然人 1.28% 14,273,568 10,817,676 质押 5,319,000 

曹志昂 境内自然人 1.07% 11,913,600 6,133,050   

黄闻 境内自然人 1.02% 11,316,21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移动

互联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8% 9,788,933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社会

责任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9% 7,654,954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其他 0.55% 6,158,209    

熊剑浪 境内自然人 0.52% 5,837,160  质押 1,125,000 

李万春 境内自然人 0.48% 5,351,980 5,35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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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前 10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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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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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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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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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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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江西赣锋锂业

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

券 

赣锋转债 128028 2023 年 12 月 21 日 92,798.59 

第一年 0.30%、第二

年 0.5%、第三年

0.8%、第四年 1.0%、

第五年 1.5%、第六

年 1.8% 

（2）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47.61% 49.45% -1.8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30.09 33.7 -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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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全球第三大及中国最大的锂化合物生产商及全球最大的金属锂生产商，拥有五大类逾40种锂化合物及金属锂产

品的生产能力，是锂系列产品供应最齐全的制造商之一，完善的产品供应组合能够满足客户独特且多元化的需求。公司从中

游锂化合物及金属锂制造起步，成功扩大到产业链的上下游，公司已经形成垂直整合的业务模式，业务涵盖上游锂提取、中

游锂化合物及金属锂加工以及下游锂电池生产及回收等产业生态链的各重要环节，于各个业务板块间有效发挥协同效应，以

提升营运效率及盈利能力，巩固市场地位，收集最新市场信息及发展顶尖技术。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动汽车、化学品及制

药等应用领域，大部分客户均为各自行业的全球领军者。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3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3.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3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7.82%；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88.4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53%；

净资产45.9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69%。 

    报告期内，公司年产2万吨单水氢氧化锂项目建成投产，产能逐步提升；年产1.75万吨电池级碳酸锂项目加紧建设中，

预计将于2018年4季度建成投产，新增的生产设施将扩充公司的产能以应对业务的快速增长，公司将根据未来锂产品的市场

需求变化评估和实施扩产计划。 

    公司的研发团队现有220人，致力于产品开发及技术改进。大部分研发人员配置在工厂中，以将研发过程融入生产过程，

促进研发技术有效转化为商业化生产。公司于江西新余总部的研发中心主要负责锂化合物、金属锂、锂电池及电池回收的创

新研发，在浙江宁波的研发中心专注于固态锂电池方面的技术突破。  

    报告期内，公司新申请国家专利7项，其中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6项；获授权国家专利7项，其中发明2项，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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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5项。报告期末，公司已获授权的国家发明专利47项，实用新型专利55项，拥有计算机软件著作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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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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