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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84                           证券简称：猛狮科技                           公告编号：2018-115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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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猛狮科技 股票代码 002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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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乐伍（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陈咏纯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 324 线国道广益路 33

号猛狮国际广场写字楼 15-16 楼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 324 线国道广益路 33

号猛狮国际广场写字楼 15-16 楼 

电话 0754-86989573 0754-86989573 

电子信箱 msinfo@dynavolt.net msinfo@dynavol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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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827,087.85 1,549,799,791.52 -51.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08,159,249.47 47,219,856.48 -75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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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44,134,166.22 18,143,115.09 -1,996.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2,092,138.40 -581,934,542.63 -75.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4 0.09 -7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4 0.09 -7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14% 2.12% -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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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57,545,662.55 11,035,956,139.44 -4.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83,447,343.51 2,692,041,549.22 -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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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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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头市澄海区沪美蓄电池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02% 136,259,100  
质押 135,780,153 

冻结 136,259,096 

深圳前海易德资本优势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7.63% 43,312,000  

质押 43,277,000 

冻结 43,312,000 

陈乐伍 境内自然人 7.45% 42,270,900 41,673,935 
质押 41,673,935 

冻结 42,270,900 

上海青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3% 22,874,571 22,874,571 质押 22,874,571 

屠方魁 境内自然人 3.65% 20,727,518 20,727,518 质押 19,415,000 

陈爱素 境内自然人 3.41% 19,325,657 19,325,657 质押 19,325,657 

深圳鼎江金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2% 17,155,927 17,155,927 质押 17,155,927 

深圳平湖金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2% 17,155,927 17,155,927 质押 17,155,927 

深圳前海易德顺升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7% 16,304,298  质押 15,763,598 

张成华 境内自然人 2.29% 13,005,558 6,675,530 质押 13,005,45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1、陈再喜和陈银卿分别持有汕头市澄海区沪美蓄电池有限公司 60.86%和

39.14%的股权，陈再喜和陈银卿为夫妻关系，陈再喜与陈乐伍为父子关系，且为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深圳前海易德资本优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与陈再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在易德优势作为公司股东期间，易德优势

作为陈再喜的一致行动人，将与陈再喜保持一致行动。 

2、屠方魁与陈爱素为夫妻关系。 

3、深圳鼎江金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平湖金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均为常州燕湖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深圳鼎江金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深圳平湖金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均为张翀，深圳

鼎江金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平湖金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

动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

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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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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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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经营情况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依托清洁能源产业，按照 “一体两翼”战略布局，着重发展锂电池、储能及光伏

发电、新能源汽车租赁运营业务。同时，根据今年以来的金融环境以及国家出台的新能源汽车及光伏产业

补贴政策，有针对性的调整了相关业务的发展策略及节奏。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5,482.71万元，同比减少51.3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815.92万元，同比下降752.61%。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1,055,754.57万元，比上年度末

减少4.3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238,344.73万元，比上年度末减少11.46%。报告期内，累计归

还无法续贷的各类融资金额192,198.24万元，有息负债总额减少97,008.13万元，报告期新增融资的加权

平均综合成本为9.56%，比2017年度上升1.21%。受持续收贷影响，公司流动性从一季度的紧张演变为二

季度末的临近枯竭，对公司2018年上半年经营业绩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二）各业务板块具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各业务板块的收入规模受制于资金面的影响均不如预期。其中，锂电池业务实现营业

收入6,299.79万元，同比下降55.52%；清洁电力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0,841.92万元，同比下降77.30%；车

辆相关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8,674.23万元，同比增长31.27%；铅电池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9,107.93万元，同

比下降2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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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锂电池业务 

2018年上半年国内受补贴退坡和市场竞争压力的影响，新能源车企在消化市场压力的同时亦将压力

传递至上游配套企业，锂电池行业进入洗牌阶段，不达标的动力电池产品逐渐被市场淘汰，三元动力电池

组的市场价格也出现较大降幅，从2017年初的1.7~1.8元/Wh下降到目前的1.2~1.3元/Wh，加之新能源物

流车申请财政补贴的运营里程要求不低于2万公里，回款周期较长，给新能源车企及上游配套企业带来较

大困难。公司两大锂电池生产基地仍处于建设阶段，目前已建成产能只有1Gwh，产能尚未真正释放；且

高端动力电池项目前期固定投入十分庞大，国家经济去杠杆政策对公司融资工作造成较大影响，资金紧缺

导致生产线未能按计划建成投产；部分客户因为公司资金紧张，担心公司交货能力，取消了原有的订单。

受上述因素的影响，公司锂电池板块上半年经营业绩亦受到较大影响。 

公司在严峻的金融与行业形势下，对内加强锂电池、PACK研发力度，努力推进生产线建设和完善；

对外加强与车厂的合作，公司三元锂电池成功配套国内多家车企的新能源车型，报告期内完成了14款新能

源汽车动力电池PACK的设计开发，其中乘用车3款，物流车11款。 

序号 车型 客户 电芯型号 电量

（kwh) 

PACK能量密度

（wh/kg) 

公告车型产品型号 备注 

1 乘用车 南京金龙客车 MX18650-26P 39.6 128.72 NJL6420BEV3 纯电动多用途乘用车 

2 乘用车 襄阳雅致(福建云度) MX18650-29P 33.3 140.6 YDE7000BEV3A 纯电动轿车 

3 乘用车 南京金龙客车 MX18650-26P 47.5 135.27 NJL6420BEV2 纯电动多用途乘用车 

4 物流车 重庆力帆 MX18650-26P 29.7 126.85 LF5029XXYEV 纯电动厢式运输车 

5 物流车 重庆力帆 MX18650-26P 29.7 126.85 LF5028XXYLEV 纯电动厢式运输车 

6 物流车 中通轻客 MX18650-26P 39.74 116.56 LCK5025XXYEV1 纯电动厢式运输车 

7 物流车 中通轻客 MX18650-26P 82.5 120 LCK5048XXYEVH1H 纯电动厢式运输车 

8 物流车 柳州五菱  MX18650-29P 42.8 127 LQG5034XXYBEV 纯电动厢式运输车 

9 物流车 陕西通家 MX18650-26P 31.59 121.8 STJ5020XXYEV6M 纯电动厢式运输车 

10 物流车 厦门金龙旅行车 MX18650-26P 49.39 120.13 XML5036XXYEVL01 纯电动厢式运输车 

11 物流车 福建新福达 MX18650-26P 49.39 120.13 FZ5036XXYBEV 纯电动厢式运输车 

12 物流车 厦门金龙旅行车 MX18650-26P 49.39 120.7 XML5036XXYEVL02 纯电动厢式运输车 

13 物流车 山西皇城相府宇航汽车 MX18650-26P 39.6 128.72 SXK5021XXYBEV 纯电动厢式运输车 

14 物流车 山西皇城相府宇航汽车 MX18650-26P 47.5 135.27 SXK5021XXYBEV2 纯电动厢式运输车 

报告期内，搭载公司锂电池进入国家工信部机动车辆产品目录的车型增加9款，市场开拓取得阶段性

成果，预计在下半年将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2、清洁电力业务 

受“531政策”影响，光伏行业开工量明显下降，主要原材料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下跌。储能方面，海外

储能市场保持高速发展，国内随着资本关注度逐渐提高，出现了一批大型示范项目，行业发展前景看好。 

光伏发电业务方面，鉴于国内政策性行业低潮，公司侧重于海外优质项目、国内平价上网项目的开发

与筛选。上半年完成云南大姚20MWh山地光伏电站首次并网、郧西100MWh光伏电站整体并网。 

储能方面，公司侧重推进集装箱式锂电池储能系统、火电联合调频储能技术以及适用于欧美等发达国

家的户用光储系统的开发设计。上半年公司参与国内多个储能项目投标，参与江苏海基4MWh储能项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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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电网200MWh储能项目的配套建设，完成第一代户用储能模块的产品定型。 

2018年4月，公司取得由CNESA授予的2018储能应用创新典范TOP10——陕西定边10MWh锂电池储

能项目；5月，取得由中国储能国际大会、中国储能网联合主办授予的2018年度中国储能产业最具投资价

值企业、2018年度中国储能产业最具影响力企业、2018全球储能产业十大年度人物（陈乐伍）；7月，取

得由中国光储充大会授予的2018年度储能产业最佳工商业储能项目奖、2018年度中国储能行业十大突出

贡献任人物奖等奖项。 

报告期内，受资本市场环境及行业政策的双重影响，公司清洁电力业务开展难度加大。公司清洁电力

业务在上半年确立了多元化、轻资产的发展路径，一方面拟通过出售已建成并网的电站资产等方式以快速

回笼资金；另一方面加大新项目开发和储能产品研发的投入力度，储备了一批风电、储能项目。同时，公

司高度重视海外市场，利用原有的海外销售渠道，稳步推广销售各类户用光储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为盘活资产、回笼资金，以人民币5,000万元的价格出让博德玉龙30%股权。 

3、新能源车辆业务 

受行业政策变化及宏观调控影响，公司对新能源车辆板块业务进行了战略调整，逐步对新能源车辆业

务进行收缩，将以汽车租赁运营板块为主要业务发展方向。报告期内，公司中止整车生产业务，由此也发

生了较大人员费用、租金等管理费用支出，形成较大的经营亏损。 

汽车租赁运营板块由子公司郑州达喀尔和厦门潮人组成。郑州达喀尔定位于集团客户和绿色出行方案

提供商，截至报告期末，郑州达喀尔拥有运营车辆7,736台，分支机构43家，网络覆盖全国除西藏、青海、

甘肃外所有大陆省份。厦门潮人主要开展新能源汽车的长租、短租和分时租赁业务，截至报告期末，厦门

潮人拥有新能源运营车1,389台，在厦门、漳州、泉州、莆田、福州、汕头等城市拥有157个租赁运营点。

报告期内，由于受制于公司资金面紧张的影响，汽车租赁业务虽然有所增长，毛利率亦处于稳定状态，但

总体发展速度和盈利能力不及预期。 

4、铅电池业务 

铅电池业务是公司的传统业务，从事铅电池生产的子公司主要有福建动力宝和柳州动力宝。报告期内，

公司铅电池业务海外订单状况比较稳定，但从二季度起，受制于公司资金紧张局面的影响，无法按时保障

备料与生产安排所需的资金，影响了客户订单的交付，导致销售额同比下滑25.79%。同时，由于铅价、包

装材料等原材料价格在二季度大幅上涨，海外订单交付时间后延，国内铅电池市场低迷，使得铅电池材料

成本的上涨未能及时在产品端得到有效消化，铅电池业务毛利率比上年同期下滑了13.66%。 

2018年1月，公司全资子公司柳州动力宝取得由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授予的最佳后市场业务合

作奖；2018年6月，公司取得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铅酸蓄电池分会授予的2017年度中国铅酸蓄电池行业知

名品牌、2017年度中国铅酸蓄电池行业先进集体、2017年度中国铅酸蓄电池行业质量五星级企业、2017

年度中国铅酸蓄电池行业领袖人物（陈乐伍）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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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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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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处置子公司 
 

子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价款 股权处置比例 股权处置方式 丧失控制权的时点 
丧失控制权时点

的确定依据 

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

对应的合并财务报表

层面享有该子公司净

资产份额的差额 

Durion AG 1,377,270.00 100.00% 出售 2018 年 01 月 26 日 

丧失对其财务和

经营政策的控制

权，不再享有相应

的收益并不再承

担相应的风险 

557,574.14 

 

2. 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公司名称 合并期间 变更原因 

新疆中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18/3/19至2018/6/30 报告期内新设立的公司 

新疆猛狮新能光伏有限公司 2018/2/5至2018/6/30 报告期内新设立的公司 

新疆峰谷源新能源有限公司 2018/1/22至2018/6/30 报告期内新设立的公司 

东营峰谷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18/5/28至2018/6/30 报告期内新设立的公司 

河北雄安龙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18/6/22至2018/6/30 报告期内新设立的公司 

湖北三锂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2018/4/2至2018/6/30 报告期内新设立的公司 

舞钢市华浩新能源有限公司 2017/12/21至2018/6/30 报告期内新设立的公司 

威县猛狮风力发电科技有限公司 2018/1/10至2018/6/30 报告期内新设立的公司 

舞钢市新泰新能源有限公司 2017/12/25至2018/6/30 报告期内新设立的公司 

福建易为智行科技有限公司 2018/6/14至2018/6/30 报告期内新设立的公司 

DYNAVOLT TECHNOLOGIES, Inc 2018/1/2至2018/6/30 报告期内新设立的公司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乐伍 

                                                         2018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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