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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良彬、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满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林奎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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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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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4,021,512,065.50 13,520,716,752.12 13,520,716,752.12 3.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8,117,522,202.72 7,923,643,764.61 7,923,643,764.61 2.4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

告期末 

上年同期 

年初至报

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388,092,

945.70 

1,261,695,

745.73 

1,261,695,

745.73 
10.02% 

4,210,504,

096.79 

3,593,501,

018.05 

3,593,501,

018.05 
17.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3,376,530

.24 

269,462,76

8.59 

246,837,34

4.77 
-86.48% 

329,165,31

7.99 

1,106,531,

679.81 

972,364,0

84.38 
-6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03,722,43

5.11 

277,018,28

8.13 

281,893,00

8.04 
-27.73% 

583,879,20

2.53 

970,213,86

2.01 

975,920,0

59.05 
-40.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3,228,755

.48 

144,769,42

6.58 

144,769,42

6.58 
-77.05% 

227,617,24

2.19 

111,751,98

2.93 

111,751,9

82.93 
103.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25 0.22 -86.36% 0.25 1.01 0.86 -70.9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24 0.22 -86.36% 0.25 1.00 0.86 -70.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1% 6.01% 5.16% -4.75% 4.05% 24.66% 20.33% -16.28%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9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临 2018-125 关于会计政策

变更的公告，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财务部门根据要求进行了对应的会计处理。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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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1,573,447.6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4,530,676.15 

主要是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

补助。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66,398.85  

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87,376,580.39 

主要是公司持有的金融资产股

价下跌，从而产生公允价值变动

损失。 

减：所得税影响额 -571,866.20  

合计 -254,713,884.5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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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626（A 股）； 

29（H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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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7% 269,770,452 202,327,839 质押 135,760,000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境外法人 15.49% 200,166,400 0   

王晓申 境内自然人 7.81% 100,898,904 75,674,178 质押 4,863,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内自然人 1.08% 13,921,171 0   

沈海博 境内自然人 1.07% 13,823,568 10,255,176 质押 7,05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华

安媒体互联网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96% 12,424,95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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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志昂 境内自然人 0.91% 11,710,000 0   

黄闻 境内自然人 0.88% 11,316,21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华

安智能生活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7% 6,112,995 0   

熊剑浪 境内自然人 0.45% 5,837,160 0 质押 1,499,994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HKSCC NOMINEES LIMITED  200,166,4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200,166,400 

李良彬 67,442,613 人民币普通股 67,442,613 

王晓申 25,224,726 人民币普通股 25,224,72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3,921,171 人民币普通股 13,921,17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安媒体互联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2,424,952 人民币普通股 12,424,952 

曹志昂 11,7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710,000 

黄闻 11,316,210 人民币普通股 11,316,21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安智能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112,995 人民币普通股 6,112,995 

熊剑浪 5,837,160 人民币普通股 5,837,16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

家品质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5,411,235 人民币普通股 5,411,23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公司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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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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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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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幅度  变动说明  

  货币资金  
2,021,879,895.70 3,602,340,290.70 -43.87% 

主要是募集资金在本期用于募投

项目，货币资金相应减少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125,395,623.94 192,782,045.08 -34.95% 

主要是理财产品本期到期赎回所

致；  

  预付款项  
409,240,847.76 309,713,264.41 32.14% 

主要是在建工程项目预付款增加

所致；  

  其他应收款  
20,650,238.93 348,278,537.35 -94.07% 

主要是本期收回青海海西招标押

金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3,347,584,457.93 

      

1,735,529,953.94  
92.89% 

主要本期增持RIM、ME公司股权所

致；  

  在建工程  
895,447,406.54 

      

1,097,593,245.01  
-18.42% 

主要是项目转固，在建工程相应减

少所致；  

  开发支出  36,473,856.88 24,911,541.74 46.41% 主要是研发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933,821,339.98 424,768,482.37 119.84% 

主要是对Cauchari-Olaroz项目开发

财务资助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2,010,324,830.02 1,320,844,856.00 52.20% 主要为保障生产经营增加融资；  

  应付账款  
521,535,917.10 1,026,808,187.22 -49.21% 

主要是供应商账期到期支付后，应

付账款相应减少所致；  

  其他应付款  
          

46,736,360.29  
732,119,671.10 -93.62% 

主要是回购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

后，其他应付款-限售股回购义务相

应冲减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437,586,524.51  35,490,560.00 1132.97% 

主要为投资上游资源增加的融资  

  

  长期借款  
1,167,578,760.00 

      

706,112,640.00  
65.35% 

利润表项目  合并年初到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变动说明  

  营业成本  
3,204,182,776.79 2,211,373,251.14 44.90% 

主要销售量增加导致营业成本增

长；  

  销售费用  
79,765,588.22 50,176,495.64 58.97% 

主要是销售量增加销售费用运输

费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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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费用  78,601,046.01 49,766,292.01 57.94% 主要是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44,530,676.15 141,655,665.55 -68.56% 

主要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所

致；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34,831,743.27 92,417,205.89 45.89% 

主要是RIM产生的投资收益增加所

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损失以“－”号填

列）  

-294,535,012.64 -153,617,450.07 -91.73% 

主要是公司持有的金融资产股价

下跌，从而产生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

失以“-”号填列）  
-4,850,097.14 11,651,877.42 -141.63% 

主要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增

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损

失以“-”号填列）  1,806,079.96 6,714,294.99 -73.10% 

主要是前期已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的存货在本期销售，资产减值损失

相应冲回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损

失以“-”号填列）  
-11,573,447.65 -89,167.52 

-12879.44

% 

主要本期处理报废固定资产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合并年初到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变动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27,617,242.19 111,751,982.93 103.68% 

主要是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406,856,009.51 -709,188,240.39 -239.38% 

主要是投资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05,487,742.30 -542,091,911.07 267.04% 

主要是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增加

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于2019年4月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2019年6月11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

过了《关于赣锋国际全资子公司荷兰赣锋认购阿根廷 Minera Exar公司部分股权涉及矿业权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

公司全资子公司赣锋国际的全资子公司荷兰赣锋以自有资金16,000万美元认购Minera Exar141,016,944股新股。截至2019年8

月17日，荷兰赣锋完成了股权交易的对价的支付和股权交割工作。本次交易完成前，荷兰赣锋持有Minera Exar37.5%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荷兰赣锋将持有Minera Exar50%的股权，美洲锂业将持有Minera Exar50%的股权。详细情况见公司于2019

年4月2日、2019年8月19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临2019-031赣锋锂业关于赣锋国际全资子公司荷兰赣

锋认购阿根廷Minera Exar公司部分股权涉及矿业权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临2019-076关于赣锋国际全资子公司荷兰赣锋认

购阿根廷Minera Exar公司部分股权涉及矿业权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2、公司于2019年6月28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认购Bacanora公司及其旗下锂黏土项目

公司Sonora部分股权涉及矿业权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或公司全资子公司赣锋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

1,440.0091万英镑认购Bacanora新增股份，以自有资金756.3649万英镑对Sonora进行项目公司层面投资。截至2019年10月21

日，上海赣锋完成了股权交易的对价的支付和股权交割工作。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或上海赣锋将持有Bacanora不超过29.99%

的股权，持有Sonora不超过22.5%的股权。详细情况见公司于2019年6月29日、2019年10月22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临2019-062赣锋锂业关于认购Bacanora公司及其旗下锂黏土项目公司Sonora部分股权涉及矿业权投资的的公

告、临2019-084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认购Bacanora公司及其旗下锂黏土项目公司Sonora部分股权涉及矿业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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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展公告。 

    3、公司于2017年10月24日分别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及2017年11月10日召开的

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

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详细情况见公司于2017年10月25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赣锋锂业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2017年11月11日披露的临2017-118赣锋锂业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于2017年12月13日分别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7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

意以2017年12月13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339名激励对象授予1286.65万股限制性股票，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

期为2017年12月29日。详细情况见公司于2017年12月14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临2017-133赣锋锂业关

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临2017-145赣锋锂业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公司于2018年5月2日分别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

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以2018年5月2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89名激励对象授予286.5万股限制性股票。

2018年5月18日公司完成了对55名激励对象公司212.308万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详细情况见公司于2018年5月3日在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临2018-049赣锋锂业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公告，临2018-052赣锋锂业

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公司于2019年4月12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2019年6月11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2019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及2019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的议案》及《关于回购

注销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并终止实施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

部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16名离职激励对象及3名身故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942,000股；同意公司回购注销108名在2017年年度业绩考核中不达标激励对象及375名在2018年年度业绩考核中不达标激励

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7,044,298股；同意公司终止实施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已授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剩余限制性股票14,498,072股。上述全部应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为22,484,37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1%，回购价格为30.21元/股。详细情况见公司于4月13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临2019-036赣锋锂业关于调整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的公告、临2019-037赣锋锂业关于回购注销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

的限制性股票并终止实施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司于2019年7月1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对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详细情况见公司于2019年7月13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临2019-069赣锋锂业关于完成回购注销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的

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赣锋国际全资子公司荷兰赣锋认购

阿根廷Minera Exar公司部分股权涉及矿

业权投资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2019 年 04 月 02 日 

临 2019-031 赣锋锂业关于赣锋国际全资

子公司荷兰赣锋认购阿根廷 Minera Exar

公司部分股权涉及矿业权投资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 

2019 年 08 月 19 日 

临 2019-076 关于赣锋国际全资子公司荷

兰赣锋认购阿根廷Minera Exar公司部分

股权涉及矿业权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进展

公告 

关于认购 Bacanora 公司及其旗下锂黏土

项目公司 Sonora 部分股权涉及矿业权投

资的事项 

2019 年 06 月 29 日 

临 2019-062 赣锋锂业关于认购 Bacanora

公司及其旗下锂黏土项目公司 Sonora 部

分股权涉及矿业权投资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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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22 日 

临 2019-084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认购 Bacanora 公司及其旗下锂黏土

项目公司 Sonora 部分股权涉及矿业权投

资的进展公告 

关于回购注销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

的限制性股票并终止实施 2017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的事项 

2019 年 04 月 13 日 

临 2019-036 赣锋锂业关于调整回购注销

限制性股票价格的公告、临 2019-037 赣

锋锂业关于回购注销不符合激励条件激

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并终止实施 2017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已授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公

告 

2019 年 07 月 13 日 

关于完成回购注销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暨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9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 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 50%以上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65.00% 至 -55.00%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42,815.04 至 55,047.91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22,328.6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持有的金融资产股票价格下跌，导致公允价值变动产生损失影响公司利

润增长；2、锂盐价格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影响公司利润增长。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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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

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股票 
191,275,01

4.57 

-252,788,083.

19 

-241,796,310.5

1 
242,023,508.43 668,390.92 18,706.90 

271,941,829

.97 
自有资金 

合计 
191,275,01

4.57 

-252,788,083.

19 

-241,796,310.5

1 
242,023,508.43 668,390.92 18,706.90 

271,941,829

.97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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