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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84                           证券简称：猛狮科技                           公告编号：2015-123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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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亚波 陈咏纯 

电话 0754-86989573 0754-86989573 

传真 0754-86989554 0754-86989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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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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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50,718,913.71 247,414,324.12 247,414,324.12 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75,507.18 2,784,668.71 2,784,668.71 17.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524,974.76 1,106,274.33 1,106,274.33 128.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8,414,392.68 -30,860,783.35 -30,860,783.35 -251.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3 0.01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3 0.01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2% 0.54% 0.54%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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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1,880,385.65 1,005,009,097.67 1,005,009,097.67 29.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40,119,791.70 522,002,684.52 522,002,684.52 6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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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646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普通股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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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1% 92,734,400  质押 72,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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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7% 29,348,000 29,348,000 质押 14,170,000 

陈乐伍  境内自然人 9.97% 27,660,600 27,660,600 质押 27,66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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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 14,652,000 14,652,000 质押 14,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银河行业优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8% 3,280,78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银河康乐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9% 3,017,145    

许兰卿  境内自然人 0.95% 2,640,000    

袁仁泉  境内自然人 0.70% 1,949,100    

上海综艺控股有限公司－

长余 3 号盛世成长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自然人 0.68% 1,9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实事件驱动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8% 1,888,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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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袁仁泉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949,100 股，股东章月娟通过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 1,155,800 股。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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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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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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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1亿元，同比增长1.34%，其中电池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33亿元，其他营

业收入884万元。三大新兴业务均处于投资建设阶段，预计下半年开始将逐步提高收入占比。报告期内，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27.55万元，同比增长17.6%。营业成本2.05亿元，同比增加2.4%，其中销售费

用1709.87万元，同比增长42.96%，主要因为公司营销宣传费用增长以及新合并子公司江苏峰谷源销售费用

并入所致，财务费用大幅减少69.89%，因公司外币应收款因汇率变动所获汇兑收入增加。公司研发费用

1386.92万元，同比增长273.19%，主要原因是公司在报告期内大幅增加了新能源汽车、锂电池以及光伏储

能系统的开发费用。 

传统摩托车起动电池业务总体平稳发展，实现营业收入2.33亿元，同比略有下降。出口业务同比下降

21.54%，国内销售业务同比提升141.79%，总体同比略有增长。产品方面，纳米胶体电池销售同比增长6.37%，

传统非胶体电池销售小幅下降。公司在传统业务方面也加速转型，一方面，压缩中低端产品，采用OEM或

者ODM方式进行生产；另一方面，在亚洲和非洲等新兴市场寻找合作伙伴，在所在国家直接建厂，公司提

供全套设备和解决方案。公司5月30日与印度星光电力系统有限公司签署《合资协议暨技术授权书》，公

司投资人民币500万元，持有印度星光电力系统有限公司24%股权，印度星光电力向公司购买全套电池生产

设备，并在公司授权的范围内，进行产品开发和技术改造。与印度星光电力的合作模式是公司转变主营业

务传统商业模式的一次积极探索，一旦成功，将在新兴国家更大范围内进行推广。 

公司加速战略转型和新业务布局。公司年初明确了以摩托车起动电池业务为基础，推动高端电池制造、

新能源车辆和清洁电力产业链协同发展，进而形成这三大业务板块“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发展模式。经过

半年的努力，三大新兴业务布局进展顺利，技术、产品及人才储备不断完善。 

一、高端电池制造 

公司以传统铅酸电池业务为基础，拓展到锂离子电池的制造和电池管理（BMS）业务。公司在福建诏

安金都工业区投资建设锂离子电池生产项目——一期建设年产 1 亿支电动车用圆柱形三元锂离子电池，以

支撑公司在电动汽车及储能业务上的发展需求，满足不同的市场需要，公司目标是成为世界主要的车用动

力锂电池供应商及主要的电池储能系统提供商之一。公司 NCA 电池生产线预计将在明年上半年完工，并

从 2016 年下半年开始成品初步投放市场，公司以自身研发技术为基础，结合日、韩动力锂电池技术、高

精度生产设备和生产管理经验，产品有望在市场上脱颖而出。 

公司在上海投资设立上海松岳电源科技有限公司，开展车载储能电源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汽车

锂电池组的组装和BMS系统的设计和生产，进一步提升公司车载电源管理系统的研发能力，打造产品和技

术核心竞争力，成为国内车载电源管理系统领域的核心供应商之一。 

公司参股中兴派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中兴派能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与核心技术的磷酸铁锂电池系统

和解决方案的供应商，专注于磷酸铁锂材料、极片、电池、电池系统的研发和生产，能针对客户的不同需

求提供高性价比的磷酸铁锂电池系统和解决方案。中兴派能作为中兴新在新能源领域的控股子公司，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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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新雄厚的财力和运营经验支撑，产品和经营理念都走在行业的前端。目前中兴派能拥有完整的磷酸铁

锂电池生产线，从正极材料、涂层、电芯到BMS系统完全独立生产，并占据了通信储能、分布式太阳能储

能、启动电源等锂电池细分市场的领先地位。 

参股中兴派能带来的高端磷酸铁锂电池资源，加上公司即将建成的高端三元动力电池产能，将构成公

司完整的动力锂电池产品体系，提升公司车用锂离子电池的竞争力。 

二、新能源车辆 

公司进一步深化与同济汽车设计研究院的战略合作。公司2015年4月20-29日在上海国际车展展出了第

一台纯电动概念样车-戴乐.起步者，该车符合欧洲了L7e标准，也完全符合《福建省低速电动汽车生产企业

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则》的要求。戴乐的特点可以概括为电动化、轻量化、智能化、信息化。所谓电动化，

是指“戴乐”为纯电动汽车，续航里程达110km，最高时速为70km/h，且电池管理系统为猛狮科技自主研发。

轻量化，是指“戴乐”在整车及零部件材料的选择上精益求精，大大降低了车身自重。智能化，主要体现在

人机互动方面，通过手机与汽车进行互联，既可以在车内打电话、发短信、对路线进行导航，还可以在手

机上显示车辆信息等，使“戴乐”更人性化。信息化，主要是依托云数据和互联网实现车联网的功能，让“互

联网+”与“戴乐”更好的相结合。公司计划在福建漳州诏安金都工业区建设新能源汽车厂区，争取明年年底

前“戴乐”正式上市销售。公司新研发的一秒钟折叠式锂电电动自行车业务是公司在个人智能交通工具领域

的新尝试，全新开发的镁合金智能电动折叠自行车将在2015年底前全面推向市场。 

三、清洁电力产业 

公司布局光伏电站和储能设备，拟收购华力特，卡位能源互联网。公司意在建立一个涵盖清洁能源发

电、储能、智能输配电、智慧能源管理、售电服务，从电力供应侧到需求侧的完整产业链，具备微电网建

设和运营能力，布局能源互联网。华力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是以智能变配电技术为核心的能源信息一体化

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要为城市轨道交通、机场港口、大型厂矿企事业单位与工业厂房、金属冶炼海外

电力等领域提供变配电解决方案，是国内少数同时掌握自动化核心技术、多领域项目实施经验以及电力工

程实施能力的企业之一，未来华力特还将拓展和丰富能源信息一体化解决方案中的核心技术和产品，继续

保持国内领先的能源信息一体化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地位。公司收购华力特，打通了智能电网接入和控制

的入口，开始向智慧能源业务方向进军。华力特海外工程经验丰富、客户资源众多，在“一带一路”带动下

将会大有作为。猛狮科技联手华力特拓展东南亚等共同市场，能够提高公司整体的知名度和竞争力。 

公司增资控股江苏峰谷源储能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苏峰谷源在电力储存、储能系统、光伏电站建

设和运营、电动汽车电机和电控系统等业务领域有丰富的技术积累，进一步完善公司在清洁电力产业的布

局。公司5月份收购润峰电力（郧西）有限公司，正式进入光伏电站的建设和运营。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5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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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公司本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包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柳州市动力宝电源科技有限公司、福建动力宝电源科

技有限公司、遂宁宏成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汕头市猛狮新能源车辆技术有限公司、福建猛狮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深圳市新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松岳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润峰电力（郧西）有限公司，控股

子公司汕头猛狮兆成新能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江苏峰谷源储能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公司本期合并报表新增全资子公司福建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新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上

海松岳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润峰电力（郧西）有限公司，新增控股子公司江苏峰谷源储能技术研究院有限

公司。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乐伍 

2015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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