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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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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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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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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母公司 2018 年度可供分配利润为-31,820,282.84

元，上年度余下的未分配利润 -154,380,289.07 元， 2018 年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186,200,571.91 元。由于本报告期内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值，根据《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决定 2018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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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弦 张飞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西路348号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

西路348号 

电话 0731-88983602 0731-8898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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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公司是集设计、开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

制造商，致力于构建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系统集成平台以及公共出行市场的运营推广。经



过多年在混合动力领域的苦心经营和经验积累，公司目前已基本形成了一条由产业链资源以及终

端汽车示范运营和融资租赁服务所构成的完整产业链，致力于提供基于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动力

总成整套解决方案。公司主营业务包括电池材料、动力电池、民用电池、混动系统总成四大板块。

公司主要产品及服务包括民用泡沫镍（镍氢电池原材料之一）、钢带（镍氢电池原材料之一）、镍

氢民用电池等公司传统产品，以及公司战略转型后聚焦于混合动力汽车领域的主轴业务，其产品

和服务具体包括镍氢动力电池材料、镍氢动力电池极片、镍氢动力电池、混合动力总成系统（HEV

和 PHEV）与绿色出行服务等业务。主要合作伙伴包括丰田、吉利、长安、云内、一汽轿车、东风

汽车等国内外知名整车企业。（二）经营模式公司产品内销与外销并存。公司一贯坚持“以混合动

力总成系统平台构建、混合动力汽车绿色出行运营推广为重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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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方针。所以，公司各业务线的产品既能满足公司产业链

上下游产品的自用，也用于对外销售。例如：公司目前生产的动力电池泡沫镍大部分供应科霸公

司生产镍氢电池极片及镍氢电池，也销售给外部镍氢动力电池生产商；公司生产的镍氢动力电池

极片既可供科霸公司生产镍氢电池，也可销售给外部镍氢动力电池生产商。各产品业务线以及对

应主要客户如下图所示：公司各种产品的采购、销售以各子公司或事业部为主体进行计划、决策

和实施。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经营模式，一般与主要的下游客户签订较长期间稳定的销售合同，

并通过订单确定生产计划，以确保生产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可计划性。同时，子公司和参股公

司发挥协同效应和渠道优势，确保公司上下游产品线产能的匹配以及产品质量、产品性能的一致

性。公司的主要产品聚焦于混合动力汽车领域，其中镍氢动力电池系列产品在中国具有较强的市

场地位。公司是中国唯一生产镍氢动力电池正负极片和镍氢动力电池的厂商（其中，公司的参股

40%的子公司科力美生产的镍氢动力电池是专供给丰田在中国生产的混合动力车型，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科霸公司是生产镍氢动力电池正负极片和镍氢动力电池的厂商）。公司也是丰田在中国镍氢

电池正负极片和镍氢动力电池的独家供应商，而丰田是全球销售混合动力汽车（HEV）最多的车

企（除丰田外，其他车企在中国生产的 HEV 混合动力汽车搭载的镍氢电池有从公司采购，也有从

国外进口）。此外，公司也是中国生产动力电池泡沫镍的唯一厂商，国内市场份额 100%。（三）行

业情况公司战略主轴聚焦于混合动力汽车领域，属于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行业。公司的产品（混合

动力总成、镍氢动力电池、动力电池正负极及原材料等）最终均要搭载在混合动力汽车中。目前，

混合动力汽车的市场需求还未大规模集中爆发，混合动力系统的需求还在蓄势阶段，处于市场培

育期。报告期内，国家政策都直接或间接地有利于 HEV 和 PHEV 的发展。受宏观经济等因素影

响， 2018 年汽车市场表现欠佳,但新能源汽车行业保持高速发展。1、行业政策报告期内国家出台



的政策，大都利好混合动力汽车的发展，在政策的引导下，预计整车企业会逐步扩大混合动力汽

车（HEV 和 PHEV）的生产，部分相关政策及说明如下：(1) 2017 年 9 月 28 日工信部等部门联合发

布了《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简称“双积分”政策），要求

车企的新能源积分和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要为正。如为负，对车企燃料消耗量达不到

目标值的新产品，不予列入《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或者不予核发强制性产品认证

证书，此政策自 2018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在纯电动补贴退坡的背景下，企业为平衡成本和消费者

需求，达到降低油耗的目标，需要发展油电混动和插电混动乘用车。纯电动、插电混动、燃料电

池乘用车可以贡献新能源正积分，有利于公司插电混动业务的发展；生产油电混动车型可降低综

合油耗，有利于车企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达标。(2)2016 年工信部委托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发布的《节

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中，规划要在 2020 年中国销售的混合动力汽车占比要达到 8%（按

照 2020 年乘用车市场规模 3000 万辆计算，约 240 万辆），2025 年占比要升至 20%（约 600 万辆），

2030 年占比要升至 25%（约 750 万辆），预计未来混合动力汽车规模市场份额将逐步增加。(3)根

据《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 年）》，到 2020 年，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

水平下降至 5 L/100km 左右，该政策将推动我国混合动力乘用车市场发展。(4)2018 年 2 月 13 日，

财政部等部门发布《关于调整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要进一步提高纯电

动乘用车能量密度门槛要求，对续航能力低于 150 公里的纯电动乘用车不予发放补贴，低于 300

公里的纯电动乘用车发放补贴额度相比 2017 年也有所减少。 (5) 2019 年 3 月 26 日，财政部等四

部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纯电动乘用车的续航里程

补贴门槛从 2018 年的 150km 提升至 250km，这意味着，续航里程在 250km 以下的纯电动乘用车

补贴将被取消。而续航里程 250km 到 400km 的纯电动乘用车，补贴下降幅度最高达 2.7 万元，补

贴退坡 60%。续航里程大于等于 400km 的纯电动乘用车，补贴退坡 50%。补贴退坡及门槛的提高

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车企生产纯电动乘用车的积极性，尤其是低续航纯电动车，间接为混合动力

汽车的推广带来机遇。2、2018 年，我国汽车销量出现 28 年来首次负增长，但新能源汽车行业持

续快速发展根据中汽协数据， 2018 年全年汽车销售 2,808.1 万辆，同比下降 2.8%；其中乘用车销

售 2,371.0 万辆，同比下降 4.1%；商用车销售 437.1 万辆，同比增长 5.1%。 2018 年第四季度汽车

销售  759.0 万辆，同比下降  12.3%；其中乘用车销售  645.0 万辆，同比下降  14.8%；商用车销

售 114.0 万辆，同比增长 4.9%。 2018 年乘用车市场表现低迷，同比下滑明显，其中上半年销量表

现较好，但三季度以来，销量走弱，9 月开始连续四月销量出现双位数下滑。据前瞻产业研究院

发布的《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新



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了 127 万辆和 125.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 59.9%和 61.7%。其中纯电动

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8.6 万辆和 98.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47.9%和 50.8%。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

销分别完成 28.3 万辆和 27.1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22%和 118%。因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在电量耗

尽时，可以利用内燃机驱动，可以较好地平衡里程焦虑，以及提高传统内燃机的使用效率和整车

能源效率。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在整个新能源汽车中的占比有所提升。3、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

合格证持续高增长 2018 年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增长迅猛，根据中机中心数据，2018 年合格证数为

98.0 万，同比增长 80%，其中纯电、插电车型累计值分别为 72.9 万、25.0 万，占比分别为 74.4%、 

25.6%， 17 年全年纯电、插电车型占比分别为 81.2%、 18.8%， 18 年插电车型占比较 17 年有所

提升。并且，主要受双积分政策影响，整车厂销售插电车型的意愿增强，报告期内插电车型的合

格证增速高于纯电车型。图表：新能源乘用车合格证月度数据（辆，免征购置税目录口径） 4、

国内外车企纷纷布局混合动力业务从目前国内外的主要车企对未来的规划布局来看，很多车企已

将混合动力车型（HEV 和 PHEV）作为未来主要布局车型方向。在丰田公布的 2050 战略中显示，

在 2030 年，丰田的混合动力汽车销量要达到 450 万辆（以 HEV 为主），作为全球混合动力汽车的

领导者，丰田未来将坚定不移地发展混合动力汽车业务。一方面表明混合动力未来具有广阔的市

场前景，另一方面，公司作为丰田在中国市场的镍氢电池独家供应商，随着丰田在中国生产 HEV

混合动力汽车规模的增加，将会直接拉动公司镍氢电池、镍氢电池极片及原材料销量的增加，提

升公司相关的业绩。在吉利公布的吉利蓝色行动规划中，提出吉利到 2020 年时，其电动与混合动

力汽车销量目标为 180 万辆，其中 65%为混合动力汽车（即 117 万辆左右，含 PHEV 和 HEV）。从

其规划可以看出，吉利也看好混合动力汽车未来的发展前景，将混合动力汽车作为其未来最主要

的车型布局。吉利目前是公司的混合动力总成客户，与公司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目前公司旗

下的 CHS 系统已成功搭载在吉利帝豪系列的车型上并实现销售。吉利作为公司的重要战略合作伙

伴，未来随着吉利混合动力车型布局的进一步落地，将大幅拉动公司混合动力系统及镍氢动力电

池的需求量。除了丰田、吉利外，长安、东风、一汽等整车厂商也开始布局混合动力车型，并已

与公司就混合动力汽车的开发建立了合作关系，未来随着其相关混合动力车型的逐步推出，也将

大幅拉动公司混合动力系统及镍氢动力电池的需求量。混合动力汽车产业未来具有广阔的发展前

景，混合动力汽车市场规模在政策、市场等影响下，会逐渐增大。届时，公司凭借长期以来积累

的技术优势、市场优势、产能优势等核心竞争力，将会在行业需求快速增长时迅速占领市场，产

业链相关产品的销量将实现快速增长。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6,349,008,097.65 6,738,428,966.08 -5.78 5,227,667,030.54 

营业收入 1,892,632,403.82 1,565,058,882.24 20.93 1,700,155,918.7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1,720,705.01 22,015,648.54 -1.34 -211,608,133.3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44,836,891.78 -102,327,853.28   -225,790,909.2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097,988,191.35 2,078,214,456.79 0.95 1,307,129,988.06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0,716,975.12 26,192,568.11 -293.63 -192,633,497.5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15 0.016 -6.25 -0.15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15 0.016 -6.25 -0.152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03 1.59 减少0.56个百分

点 

-15.1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330,432,018.38 353,027,439.84 575,240,995.81 633,931,949.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300,062.04 -46,685,100.99 47,039,120.18 18,066,623.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2,645,353.13 -52,307,210.84 41,839,513.94 -131,723,841.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3,045,067.06 1,616,971.43 20,887,967.91 -50,176,847.4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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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8,95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2,59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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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湖南科力远高技术集

团有限公司 

6,639,285 267,644,720 18.21 0 质押 256,779,72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钟发平 0 101,643,428 6.92 0 质押 101,292,200 境内

自然

人 

高雅萍 5,806,857 37,161,410 2.53 0 未知   未知 

沈祥龙 28,330,000 36,230,000 2.47 0 未知   未知 

盛春林 0 31,446,540 2.14 0 质押 31,446,540 未知 

北信瑞丰基金－浦发

银行－爱建信托－爱

建信托云溪 2号事务

管理类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0 31,446,540 2.14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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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29,660,000 2.02 0 未知   未知 

财通基金－平安银行

－湖南景明投资发展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686,950 25,494,693 1.73 0 未知   未知 

季爱琴 8,340,180 25,040,180 1.70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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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9,523,742 1.33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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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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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通基金－平安银行－

湖南景明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资产委托人

为湖南景明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湖

南景明”），且湖南景明有 2名合伙人，分别为余智力和万

向信托，其中万向信托用于向湖南景明出资的资金为盛春林

的信托资金，盛春林以 21,845万元作为信托资金认购湖南

景明 21,845 万元出资额。所以“财通基金－平安银行－湖

南景明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盛春林为一致行

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截至 2018年 12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634,900.81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5.78%；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 209,798.82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0.95%；公司本期实现营业收入 189,263.24万元，

较上年同期上升 20.93%；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2,172.07 万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合并财务报表范围，详见本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七、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披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