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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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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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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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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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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达制造 600499 科达洁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跃进 黄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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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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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1,382.11 1,338,411.44 10.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19,746.43 593,703.71 4.39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 455,793.13 308,546.04 47.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943.26 8,085.12 406.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36,057.13 4,547.95 692.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809.24 12,430.41 252.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3 1.66 增加5.0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8 0.051 327.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8 0.051 327.45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4,551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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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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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梁桐灿 境内自然人 21.86 412,842,779 215,824,827 质押 263,000,000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61 143,719,652   冻结 143,719,652 

卢勤 境内自然人 6.67 125,983,334   无   

边程 境内自然人 5.23 98,699,598   无   

佛山市新明珠企业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08 77,070,836 52,994,111 质押 38,076,725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2.28 43,113,440   无   

石丽云 境内自然人 2.28 42,990,000   无   

谢悦增 境内自然人 2.25 42,395,289 42,395,289 无   

石庭波 境内自然人 2.23 42,102,196   无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

泰聚信价值优势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3 27,000,0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梁桐灿、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卢勤、边

程、佛山市新明珠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谢悦增不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经了解，安信证券资管－石

庭波－安信资管创赢 25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由石庭波控

制，其 2 个账户合计持股 46,921,196 股，占比 2.48%。科



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是公司员工

持股计划专用证券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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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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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1 年上半年，宏观经济稳定复苏，面对新冠疫情反复与钢材等大宗原材料价格

大幅上涨等挑战，公司通过组织变革及经营思路调整，紧密围绕“化整为零”又“协

同共享”的指导思想，加强精细化管理，取得了良好的经营成效。公司主营建材机械

稳定排产逐步释放业绩，海外建筑陶瓷业务新增产线投入运营，保持稳定增长势头；

战略投资板块，参股公司蓝科锂业经营的碳酸锂业务量价齐升，净利润同比大幅提升，

公司对其投资收益同比增长 4171.61%。报告期内，公司整体营业收入达 45.58 亿元，

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4.09 亿元，同比增长 406.40%，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主要经营指标 2021 年上半年 2020 年上半年 半年度同比（%） 

营业收入（万元） 455,793.13  308,546.04 47.72  

营业成本（万元） 344,155.63  240,453.49 43.13  

营业利润（万元） 61,304.62  17,658.19 247.17  

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万元） 40,943.26  8,085.12 406.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万元） 
36,057.13  4,547.95 692.82  

公司主营业务营业收入同比变化情况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1）建材机械稳步发展，全球化步伐持续挺进 

2021 年上半年，国内下游建筑陶瓷市场中岩板产品持续领跑行业热度，落后产能

关停带来生产线升级改造的新需求，受益于此，报告期内公司在手订单较为充足，在

有序的生产排期中稳步释放业绩。海外陶瓷机械业务方面，公司上半年接单量整体同

比提升超 100%，其中印度销区、印马泰美销区超预期实现接单量同比增长 200%以上；

因部分海外地区疫情未得到有效控制，报告期内公司建筑陶瓷机械产品的海外发货受

到一定影响。在此情形下，公司研发建造的意大利 MASPE 厚砖生产线于 2021 年 5

月在意大利 Vicenza（维琴察省）顺利投产，作为中国陶机品牌在欧洲首个正式投产

的辊道窑项目，标志着中国陶瓷装备挺进海外高端市场。 

墙材机械业务方面，子公司安徽科达机电（新铭丰品牌）龙头效应逐渐显现，报

告期内，安徽科达机电牢牢把握国家政策和国内市场机遇，实现营业收入超 4 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87%，实现净利润超 4600 万元。与此同时，安徽科达机电作为亚洲

唯一一家蒸压加气混凝土整线系统供应商代表，正式加入欧洲蒸压加气混凝土协会

（EAACA），成为联系中西方加气行业间交流的重要枢纽。 

（2）加快新增产能落地，海外建陶业务高速增长 

今年上半年，公司海外建筑陶瓷业务继续扩建优质产能、推动新项目落地，稳固

本土化供应链规模优势，保持海外建筑陶瓷业务的快速增长。一方面，受疫情影响，

非洲陶瓷进口受限，当地产品需求仍持续增长，公司非洲子公司凭借过硬的运营管理

实力和妥善的防疫应对方案，成为非洲地区为数不多的本土产能瓷砖生产供应商，借

机替代部分当地停产厂家及进口瓷砖的市场份额，维持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另一方面，

公司克服了因疫情导致的生产设备海运发货、人员派驻严重滞后等多重困难，全力推



进建筑陶瓷项目的建设，报告期内，公司赞比亚陶瓷厂两条生产线及加纳陶瓷厂三期

四线已正式投入运营，公司在非洲建筑陶瓷生产线增加至 12 条，1-6 月实际建筑陶瓷

产量超 3800 万㎡，均处于满产满销状态。在当地市场需求及公司产能释放的合力下，

公司海外建筑陶瓷业务于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达到 106,166.80 万元，净利润 35,243.83

万元，同比 2020 年上半年上升 23.67%、84.21%。 

  

根据非洲市场需求情况，目前公司在非洲已规划加纳陶瓷厂四期五线、肯尼亚基

苏木工厂，以及喀麦隆、科特迪瓦等国的建筑陶瓷项目，预计将于 2022 年内陆续投

产，公司非洲建陶业务的产能将获得持续提升。 

（3）战略投资步入收获期，负极材料获良性发展 

2021 年 4 月，参股公司蓝科锂业的年产 2 万吨电池级碳酸锂项目正式试车，其先

行利用扩产项目中的部分装置，及原 1 万吨/年碳酸锂车间进行融合生产，快速释放部

分新增产能，两条生产线产量从单日 40 余吨提升至 100 吨；报告期内，蓝科锂业生

产碳酸锂产品 8,466 吨，销售碳酸锂产品 7,435 吨，实现营业收入 50,726.62 万元、净

利润 23,397.16 万元，其中公司确认投资收益 11,366.34 万元。2021 年内，蓝科锂业将

持续推进 2 万吨/年电池级碳酸锂项目的建设，经调试、试生产达标完成验收后，即可

稳定生产电池级碳酸锂产品，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 

今年上半年，子公司安徽科达新材料的人造石墨生产线开始逐步释放产能，生产

产品已应用于电子消费类、储能类、动力类电池，目前产销处于良性发展阶段。子公

司福建科华石墨锂电池负极材料石墨化装置生产线一线将于 2021 年 7 月开始正常投

产，产量将于下半年逐步提升；另锂电池负极材料石墨化装置生产线二线、三线预计

将于 2022 年 3 月底建成投产。 

 



3.2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

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边程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1 年 8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