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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41                               证券简称：贤丰控股                           公告编号：2018-047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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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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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贤丰控股 股票代码 00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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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文才（代） 张艳群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1 号太平金融大

厦 32 楼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1号太平金融大厦

32 楼 

电话 0755-23900666 0755-23900666 

电子信箱 stock@sz002141.com stock@sz0021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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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016,082.36 544,652,884.66 -8.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73,035.18 5,364,572.51 -6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970,773.61 -3,698,253.15 46.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691,679.11 -71,872,184.54 73.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18 0.0047 -61.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18 0.0047 -61.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6% 0.41%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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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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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6,350,965.42 1,611,161,173.92 10.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11,222,710.70 1,307,344,537.44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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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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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贤丰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6.03% 295,358,647 295,358,647 质押 292,200,000 

贤丰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03% 159,152,000  质押 138,410,408 

大成创新资本

－招商银行－

博源恒丰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8.68% 98,452,883 98,452,883   

南方资本－宁

波银行－蓉胜

超微定向增发 2

号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6.51% 73,839,661 73,839,661   

浙江中泰创赢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66% 52,818,585    

南方资本－宁

波银行－梁雄

健 

其他 2.68% 30,397,328 30,397,328   

诸建中 境内自然人 0.99% 11,260,000    

萧爱英 境内自然人 0.51% 5,753,340    

黄国良 境内自然人 0.50% 5,686,088    

萧丽群 境内自然人 0.37% 4,162,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除广东贤丰控股有限公司为贤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外，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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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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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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公司管理层按照既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大力推进新能源业务的开展，同时继续巩固微细漆包线业

务，提升盈利能力。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98,016,082.36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73,035.18元；报告期

末，公司资产总额1,786,350,965.42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1,311,222,710.70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0.16%，基

本每股收益0.0018元。 

（一）围绕进军新能源的战略方向，持续推动新能源业务发展 

1.报告期内，公司围绕新能源的战略发展思路，在巩固和发展微细漆包线业务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新能源业务发展。报

告期内，公司与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等合作方共同投资设立的子公司青海中农贤丰锂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注册完成。

同时，中农贤丰锂业已完成3万吨/年工业级碳酸锂建设项目一期1万吨/年工业级碳酸锂生产装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

并于2018年5月取得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批复的《关于同意青海中农贤丰锂业股份有限公司3

万吨/年工业级碳酸锂建设项目一期1万吨/年工业级碳酸锂生产装置开展前期的函》。2018年6月底，公司及中农集团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作为股东方与茫崖行政委员会签署了《投资协议书》，茫崖行政委员会将从多个方面对中农贤丰锂业项目建设给

予协助、支持和协调。 

2.惠州新能源年产4500吨卤水提锂专用锂离子富集材料项目生产线已于2017年启动项目建设：2017年，项目完成了前期

“三通一平”、地质详勘等准备工作，以及核心技术工程设计。目前，惠州新能源项目建设工作正在抓紧推进中。 

2017年8月，惠州新能源与上市公司藏格控股（股票代码000408）签订了《技术使用协议》和《锂离子富集材料销售协

议》。藏格控股按照上述协议约定已支付技术使用费和部分采购预付款，惠州新能源也正按照协议约定内容逐步提供技术服

务。 

（二）多措并举，做优做强漆包线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围绕做优做强漆包线业务的发展战略，扎实推进各项工作。通过技术创新与技术研发，加强品质管

理，保证高品质产品的稳定生产；通过更加精细化、标准化、规范化的管理，保证设备运行高效，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单位

生产成本；通过不断加强信息化建设及建立客户导向的营销理念，深入挖掘市场机会，提升产品形象及竞争力，扩大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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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青海中农贤丰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设立 2018年4月2日 0.00 41% 

     青海中农贤丰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 3 名董事组成，本公司委派2名董事。因此本公司对该公司持有半

数以上表决权，能够实施控制，将该公司纳入合并范围。公司目前还未对青海中农贤丰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实际出资。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文才 

                                                               2018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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