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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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684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佘江炫

陈咏纯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 324 线国道广益路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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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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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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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549,799,791.52

561,372,430.19

176.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7,219,856.48

12,887,174.10

266.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8,143,115.09

5,511,003.14

229.22%

-581,934,542.63

28,184,594.82

-2,164.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3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3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2%

1.01%

1.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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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83,689,027.41

6,169,374,410.12

53.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873,914,100.12

1,566,539,554.34

8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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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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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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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
状态

汕头市澄海区沪美蓄电池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52% 139,101,600

数量

质押

135,030,000

深圳前海易德资本优势股权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76%

44,022,000

44,022,000 质押

36,987,000

陈乐伍

7.45%

42,270,900

37,500,000 质押

37,500,000

上海青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伙）

4.03%

22,874,571

22,874,571 质押

22,874,571

深圳前海易德顺升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企业（有限合伙）

3.87%

21,978,000

21,978,000 质押

21,975,000

屠方魁

境内自然人

3.65%

20,727,518

20,727,518 质押

20,715,000

陈爱素

境内自然人

3.41%

19,325,657

19,325,657 质押

1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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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成华

2.33%

13,198,808

10,680,846 质押

10,680,840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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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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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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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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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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上半年，公司按照既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积极开拓创新，高端电池制造、清洁电力和
新能源车辆三大业务板块收入规模大幅提升，发展态势良好。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4,979.98万
元，同比增长176.0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721.99万元，同比增长266.41%。截至2017
年6月末，公司总资产948,368.90万元，比上年度末增长53.7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287,391.41
万元，比上年度末增长83.46%。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30,000万元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2017
年3月21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49,561,569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注册资本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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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688,024元增加至378,249,593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共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1,299,999,954.87元，
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1,278,650,393.30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核心部
件——锂离子电池生产项目”，进一步增强公司在高端电池制造领域的地位和竞争力，支撑公司在新能源汽
车及储能业务上的发展需求。
报 告 期 内，公 司 实 施了向 全 体 股东每 10 股 转 增5 股 的 资 本公 积 转 增股本 方 案 ，公司 总 股 本 由
378,249,593股增加至567,374,389股。
为了进一步提升公司锂电池业务的整体竞争力，增强锂离子电池制造和动力电池PACK业务的协同效
应，报告期内，公司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截至本公告日，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尽职调查、
审计和评估等工作正在进行中，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基于尽职调查的情况对本次重组方案做进一步的论证和
完善。
（二）各业务板块具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各业务板块发展态势良好，收入规模和收入结构均符合公司新能源产业战略规划。清
洁电力板块抓住上半年光伏电站建设赶抢6月30日并网的有利条件，大力推进电站建设、光伏发电系统解
决方案设计与设备供应业务，清洁电力业务实现营业收入91,796.94万元，同比增长307.83%；随着福建
诏安一期1GWh三元18650锂离子电池于今年3月实现量产，锂电池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4,162.72万元，同
比增长95.91%；新能源车辆业务在郑州达喀尔的带动下，实现营业收入21,843.85万元，同比增长339.77%；
铅电池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5,748.60万元，保持稳定增长。
1、高端电池业务
公司在福建诏安规划建设总产能6GWh的三元圆柱锂离子电池项目，其中一期1GWh三元18650锂离
子电池已于2017年3月实现量产，一期另外1GWh三元18650锂离子电池和二期2GWh三元21700锂离子电
池正在建设中；在湖北宜城规划建设总产能6GWh的三元方形铝壳锂离子电池项目，其中一期2GWh正在
建设中。报告期内，已有多款装配公司动力电池的新能源汽车入选《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
公司还通过与多家境内外大学和科研机构合作的方式，开展下一代电池材料以及多项基础技术研究，确保
锂电池技术处于行业前沿。
子公司上海松岳主要开展锂离子动力电池PACK和BMS的设计开发和制造，目前主要客户包括东风小
康、东风襄旅、重庆瑞驰等，产品得到客户的一致好评，在新能源物流车市场已经形成一定的影响力。报
告期内，上海松岳多款PACK产品成功配套整车厂并入选《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
报告期内，公司将子公司天津猛狮新能源由二级子公司调整为一级子公司，天津猛狮新能源主要从事
废旧锂电池回收、拆解、再制造及梯级利用，是公司锂电池回收业务的主要实施主体。
公司铅电池事业部在巩固出口业务的同时，大力推广自主品牌的销售，并加大汽车用起动电池的研发
和销售。同时，铅电池事业部还积极借助“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部署，向南亚、东南亚国家进行技术输出
及开展合资合作，培育海外生产基地。
2、清洁电力业务
公司清洁电力的战略目标是成为一个全球能源互联网运营企业，并将为此配置可再生能源发电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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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资产、电网资产和输配电资产。报告期内，公司抓住光伏行业快速发展的有利时机，集中资源和力量，
上半年持有及承建的光伏电站项目共计177MW顺利完成并网。
储能业务主要由江苏峰谷源和德国子公司Durion Energy AG负责实施。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陕西
定边10MWh储能示范电站的设备安装，目前处于并网调试阶段；持续推进德国Relzow 200MWh储能电站
的设计、设备选型等前期准备工作。在2017年4月第七届中国国际储能大会上，猛狮科技及子公司江苏峰
谷源共获“最具影响力企业”、“最佳储能电池供应商”、“最佳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奖”、“最佳系统集成解决
方案供应商奖”和“最佳微电网运营项目奖”五个奖项；在2017年5月第六届储能国际峰会暨展览会上，子公
司深圳清洁电力《德国Relzow 100MW/200MWh锂电池储能电站》获“2017储能应用创新典范TOP10”大奖。
公司在储能领域的技术优势和丰富的项目经验得到了市场和同行的高度认可。
子公司酒泉润科技术研发主要由西班牙团队完成，所掌握的电力电子，尤其是光伏逆变器技术在国际
上处于领先地位，有助于增强公司在光伏发电及储能领域的竞争力。在2017年4月第十二届国际太阳能产
业及光伏工程展览会上，酒泉润科 ALBA 1500V 超大功率光伏并网逆变器荣获“吉瓦级金奖”，再次得到了
全球规模最大、最专业的光伏展主委会的肯定。
报告期内，借助有利的政策环境，深圳华力特智慧能源解决方案业务取得快速增长。深圳华力特多年
来在城市轨道交通、冶金、机场、港口、国外电力等行业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经验，对相关行业特点、用电
需求、工业流程、现场环境等有着深入的研究，已具备提供综合服务的能力，并在方案总体设计、基于行
业特色的产品开发与制造、软件开发及项目管理四种能力中形成较强的优势。这四种能力在智慧能源领域
中相辅相成、互相作用，在为客户进行总体方案设计时，能够依靠自身的软件研发能力、核心产品自主研
发能力和项目管理能力，满足用户的特色需求，保证了整体解决方案的完整性及系统稳定性，在行业适应
性方面有明显的优势。
深圳华力特大力推广的智能微电网解决方案是将光伏发电系统、储能系统、充电站系统、能源管理系
统等进行全面整合的智能发配电一体化解决方案。解决方案运用了多种先进的理念，将能源相关技术和互
联网技术进行了有机融合，通过对能源的智能调节和优化调度，实现多种能源的协调、互补、高效、经济
运行，是能源互联网中的核心技术体现，契合了国家新能源战略的发展方向，重点针对大型工商业园区、
智慧特色小镇、智慧城市等领域。目前布局和落地了一些重点示范项目，包括荆门生态科技城智能微电网
示范项目等。
报告期内，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7,350.00万元收购张家口博德玉龙电力开发有限公司30.00%股权，
迅速进入风电行业，填补公司在清洁电力产业的空白，进一步完善公司新能源产业战略布局。
3、新能源车辆业务
新能源车辆业务主要由整车和核心零部件设计开发、整车生产制造和销售、运营租赁三大板块组成。
其中，整车设计由子公司上海太鼎完成，保证了公司整车设计的独立性和原创性，上海太鼎同时也承接部
分外部业务。2017年4月，公司自主研发、设计、生产的新能源概念车“戴乐·开拓者”在第七届上海国际汽
车工业展览会展出，受到各方高度评价。
整车制造与销售板块主要由台州台鹰完成，作为产业链中最关键的一环，该板块有效的串联起了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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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与核心零部件业务跟整车租赁运营业务，并将通过整车产销量的提升，带动相关各项业务的开展。台
州台鹰联手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生产的车型“裕路”已入选工信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
目前正在进行免征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的相关申报，预计在三季度上市销售。
运营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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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0台，分支机构37家，网络覆盖除西藏、青海、宁夏、
甘肃外所有大陆省份。厦门潮人主要开展长租、短租和分时租赁业务，截至报告期末，厦门潮人拥有新能
源运营车辆476台，在厦门、漳州、泉州、莆田、福州、汕头等城市拥有135个租赁运营网点。
报告期内，公司以自有资金4,869.12万元竞购上海燃料电池汽车动力系统有限公司51.01%股权。上
燃动力主要从事燃料电池和汽车动力系统的科研和技术服务，填补了公司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动力系统和
控制系统方面的空白，通过布局燃料电池动力系统的研发，为新一代新能源车辆的设计开发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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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乐伍
2017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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