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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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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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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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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不进行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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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达洁能 600499 科达机电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跃进 冯欣 

电话 0757-23833869 0757-23833869 

办公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广隆

工业园环镇西路1号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广隆工

业园环镇西路1号 

电子信箱 600499@kedachina.com.cn 600499@kedachina.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255,565.40 1,218,812.14 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74,523.61 465,841.48 1.86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611.38 -19,310.99 206.73 

营业收入 324,032.61 301,737.82 7.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163.15 28,060.34 -24.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075.36 23,210.86 -17.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4 5.04 减少0.5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8 0.178 -22.4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8 0.178 -22.47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4,41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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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边程 境内自然人 11.03 173,999,598   质押 116,580,000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11 143,719,652 138,119,502 质押 143,719,502 

卢勤 境内自然人 7.99 125,983,334   无 0 

梁桐灿 境内自然人 7.00 110,397,952   质押 110,000,000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其他 2.73 43,113,440   无 0 

石庭波 境内自然人 2.61 41,218,024   无 0 

芜湖基石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其他 1.75 27,621,878 27,621,878 无 0 

佛山市叶盛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3 24,076,725   无 0 

石丽云 境内自然人 1.30 20,578,445   无 0 

深圳前海千惠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千惠领航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8 20,261,172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边程和卢勤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

人，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为科达

洁能实施股票回购的账户。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者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上半年，全球政治、经济贸易局势尚不明朗，市场避险情绪持续，部分国

家及地区建材行业新增产能意愿不强；与此同时，随着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环保

政策的深入推进，公司下游建筑陶瓷行业依旧面临产能过剩、开工率不足、环保监管

增强及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行业竞争激烈。 

在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下，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国际化、年轻化、信息化、服

务化”的发展方针，一方面重点发展海外陶瓷机械及建筑陶瓷市场，追加塞内加尔陶

瓷厂的产能投资，同时，公司通过非洲陶瓷厂的整线工程案例，对外输出陶瓷整厂整

线解决方案，陆续承接了赞比亚、津巴布韦等国家的陶瓷整线工程，逐步提升了海外

市场占有率。另一方面，公司围绕核心业务发展大板、发泡陶瓷等高端、智能化建材

机械产品，并积极推进维修改造、配件销售等服务业务，通过建陶机械智能化发展，

引领国内建筑陶瓷存量市场升级改造，以实现公司业绩的健康持续发展。除此之外，

随着墙材废物利用、征收环保税等相关政策的落地，公司墙材业务于报告期内获得了

较快发展，国内及海外销售接单同比去年分别增加 232.39%、138.93%，随着后续订

单的逐步落实，公司整体业绩将获得一定提升。 

在锂电材料领域，2019 年上半年负极材料及碳酸锂市场需求有所增长，但随着相

关企业产能大规模扩张并逐步释放，负极材料及碳酸锂市场竞争日益激烈。随着公司

近年来在锂电材料行业上下游的布局，各子公司之间产生了良好的协同效应，报告期

内公司锂电材料业务整体实现了一定增长；参股公司蓝科锂业碳酸锂销量获得一定提

升，但因市场价格出现波动，业绩同比有所下滑。蓝科锂业 2 万吨电池级碳酸锂项目

计划于年内进行试车试生产，随着其电池级碳酸锂产能的逐步释放，凭借其产品质量、

产量的提升和锂离子资源及成本优势，蓝科锂业竞争力将获得进一步提升。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24,032.61 万元，同比增长 7.39%；实现营业利润

28,136.98 万元，同比下降 21.83%；实现净利润 26,473.55 万元，同比下降 20.08%；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 21,163.15 万元，同比下降 24.58%。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

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1、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准则规定在准则实施日，企业

应当按照规定对金融工具进行分类和计量，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本准则要求

不一致的，公司未调整可比期间信息。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本准则实施日的新账

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2019 年 1 月 1 日留存收益、其他综合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

项目。 

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具体影响详见“首次执行新金融准则、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

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 

2、财务报表格式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2019 年 4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以下简称“财会[2019]6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执

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 2019 年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

务报表均应按照财会[2019]6 号要求编制执行。 

根据财会[2019]6 号通知的要求，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主要进行了以下调整： 

（1）资产负债表中原列报项目“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分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两个项目；原列报项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分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两个项目； 

（2）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列示）”； 

（3）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

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该项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当期及前期列报

的总资产、净资产及公司损益等无实质性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适用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吴木海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