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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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乐伍、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赖其聪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赖其聪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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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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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66,892,393.78

6,169,374,410.12

6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919,349,627.95

1,566,539,554.34

86.36%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930,521,302.65

161.66%

2,480,321,094.17

170.48%

45,411,027.78

693.21%

92,630,884.26

1,670.47%

31,705,259.67

425.12%

49,848,374.76

1,275.40%

-311,418,425.35

-1,753.03%

-893,352,967.98

-7,951.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500.00%

0.17

7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500.00%

0.17

7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7%

2.09%

3.76%

3.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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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121,47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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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10,160.8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008,203.54

减：所得税影响额

7,288,201.9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1,026,175.81
42,782,509.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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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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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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462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汕头市澄海区沪美蓄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52%

139,101,600

质押

135,030,000

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7.76%

44,022,000

44,022,000 质押

43,987,000

境内自然人

7.45%

42,270,900

37,500,000 质押

37,5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3%

22,874,571

22,874,571 质押

22,874,571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7%

21,978,000

21,978,000 质押

21,975,000

电池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易德资本优
企业（有限合伙）
陈乐伍
上海青尚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前海易德顺升股
（有限合伙）
屠方魁

境内自然人

3.65%

20,727,518

20,727,518 质押

14,515,000

陈爱素

境内自然人

3.41%

19,325,657

19,325,657 质押

11,88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2%

17,155,927

17,155,927 质押

17,155,927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2%

17,155,927

17,155,927 质押

17,155,927

境内自然人

2.33%

13,198,808

10,680,846 质押

10,68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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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成华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汕头市澄海区沪美蓄电池有限公司

数量

139,101,600 人民币普通股

139,101,600

10,863,303 人民币普通股

10,863,303

杨玉如

5,188,226 人民币普通股

5,188,226

陈乐伍

4,770,900 人民币普通股

4,770,900

许兰卿

3,9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960,000

鹏华资产－浦发银行－华润深国投信托
－华润信托·猛狮科技员工持股 1 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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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宣

3,805,052 人民币普通股

3,805,052

林馨

2,751,600 人民币普通股

2,751,600

张成华

2,517,962 人民币普通股

2,517,962

陈淑玲

2,465,400 人民币普通股

2,465,400

张政

2,343,795 人民币普通股

2,343,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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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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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陈淑玲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况说明（如有）

2,465,4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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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货币资金2017年9月30日较2016年末增加759,761,852.13元，增长106.02%，主要是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货币资金增加。
2、应收票据2017年9月30日较2016年末减少24,379,173.69元，降低30.59%，主要是公司收取的银行
承兑汇票背书、贴现或到期收款较多所致。
3、应收账款2017年9月30日较2016年末增加1,155,069,726.37元，增长93.48%，主要是公司各项业务
拓展迅速，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4、预付款项2017年9月30日较2016年末增加157,950,101.26元，增长136.15%，主要是子公司汕头猛
狮新能源预付购车款、深圳清洁电力及深圳华力特等预付组件款等增加所致。
5、其他应收款2017年9月30日较2016年末增加110,850,583.61元，增长69.70%，主要是各项业务保证
金及员工借款备用金增加。
6、存货2017年9月30日较2016年末增加485,338,159.19元，增长106.80%，主要是公司清洁电力业务
量增长采购组件设备等增加、子公司郑州达喀尔持有代售的库存车辆增加以及子公司福建猛狮新能源量产
等所备的原材料、在产品、待发货产成品等均有大幅增加。
7、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2017年9月30日较2016年末增加4,028,380.00元，增长126.18%，主要是子
公司郑州达喀尔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收款。
8、其他流动资产2017年9月30日较2016年末增加349,852,160.82元，增长222.15%，主要是公司固定
资产投资及材料组件采购的待抵扣增值税进项和对上燃动力的委托贷款。
9、可供出售金融资产2017年9月30日较2016年末增加37,137,315.58元，增长83.72%，主要是公司参
股Lionano Inc.12.72%股权、杭州捷能10%股权。
10、长期股权投资2017年9月30日较2016年末增加84,111,300.30元，增长201.69%，主要是收购博德
玉龙30%股权、广东元景20%股权、郧西兴陨49%股权。
11、投资性房地产2017年9月30日较2016年末增加12,172,480.39元，增长32.22%，主要是子公司深圳
华力特所拥有的外租房产。
12、固定资产2017年9月30日较2016年末增加404,301,493.42元，增长31.01%，主要是福建猛狮新能
源锂电生产线转固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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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工程物资2017年9月30日较2016年末增加61,274,477.71元，增长1,395.59%，主要是公司自用工程
材料组件设备等的购入增加。
14、无形资产2017年9月30日较2016年末增加49,916,154.01元，增长38.38%，主要是子公司湖北猛狮
新能源取得土地使用权证转入。
15、开发支出2017年9月30日较2016年末增加38,832,572.98元，增长64.37%，主要是公司为保持创新
与技术先进性，在技术研发方面继续加大投入力度。
16、长期待摊费用2017年9月30日较2016年末增加30,293,512.44元，增长59.21%，主要是子公司台州
台鹰裕路EV2车型生产准备费用。
17、递延所得税资产2017年9月30日较2016年末增加33,634,164.62元，增长67.11%，主要是公司暂时
性亏损的子公司引起。
18、短期借款2017年9月30日较2016年末增加1,434,235,760.60元，增长125.53%，主要是公司业务大
幅拓展，融入流动资金借款所致。
19、应付票据2017年9月30日较2016年末增加350,823,759.19元，增长179.03%，主要是业务拓展通过
票据支付的采购款项增加所致。
20、应付账款2017年9月30日较2016年末增加458,944,387.91元，增长81.07%，主要是公司业务量大
幅增加，相应采购量以及供应商信用额度增加所致。
21、预收款项2017年9月30日较2016年末增加32,539,021.67元，增长34.22%，主要是公司预收客户的
款项随着业务量增加而增加。
22、应交税费2017年9月30日较2016年末减少33,976,156.35元，降低32.39%，主要是部分子公司待抵
扣增值税进项较多，本期应交增值税减少所致。
23、应付利息2017年9月30日较2016年末减少7,407,190.85元，降低100.00%，主要是该等利息已经支
付所致。
24、其他应付款2017年9月30日较2016年末减少137,513,881.35元，降低52.93%，主要是本期归还大
股东资金支持的款项所致。
25、其他流动负债2017年9月30日较2016年末增加73,102,468.68元，增长1,780.69%，主要是子公司深
圳华力特待转销增值税销项转入所致。
26、股本2017年9月30日较2016年末增加238,686,365.00元，增长72.62%，主要是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27、资本公积2017年9月30日较2016年末增加1,039,964,028.30元，增长107.45%，主要是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导致股本溢价增加以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共同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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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营业收入2017年1-9月较2016年同期增加1,563,325,308.43元，增长170.48%，主要是公司高端电
池制造、新能源汽车、清洁电力等板块各项业务逐步拓展所致。
29、营业税金及附加2017年1-9月较2016年同期增加13,224,966.44元，增长123.08%，主要是公司营
业收入增加，对应税金及附加相应增加。
30、管理费用2017年1-9月较2016年同期增加114,249,373.25元，增长95.64%，主要是公司经营规模
扩大，相关管理费用随之增加所致。
31、财务费用2017年1-9月较2016年同期增加131,224,684.49元，增长297.53%，主要是公司业务发展
融入资金增多，融资费用及利息支出相应增加所致。
32、资产减值损失2017年1-9月较2016年同期增加23,839,493.39元，增加2,816.31%，主要是应收款项
计提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33、投资收益2017年1-9月较2016年同期减少38,608,227.89元，降低200.79%，主要是所投项目尚无
盈利且上年同期存在股权转让收益。
34、营业外收入2017年1-9月较2016年同期增加42,667,810.70元，增长290.42%，主要是子公司湖北
猛狮新能源等收到政府科技奖励补贴所致。
35、营业外支出2017年1-9月较2016年同期增加5,478,049.83元，增长698.33%，主要是对外赞助及公
益性捐赠增加。
36、所得税费用2017年1-9月较2016年同期增加34,597,788.70元，增长638.35%，主要是公司盈利增
加，所得税费用随之增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2017年4月20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司拟筹划重大事项，该事项涉及
购买资产但不确定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股票自2017年4月20日开市起停牌。
2017年5月5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经公司与相关各方论证，公司正
在筹划的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鉴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广大投
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5月5日开市起转入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继续停牌。
2017年10月1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合普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持有的合普（上海）新能源充电设备有限公司95.85%的股权，同时拟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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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再融资情况
1、2017年4月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
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3亿元（含13亿元），
每张债券面值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17年5月2日召开的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2017年6月30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方
案的议案》，董事会根据市场需求，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的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募集资金用
途等作出调整。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17年7月18日召开的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2017年4月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含5亿元），每张债
券面值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17年5月2日召开的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7年6月30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
议案》，董事会根据市场需求，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等作出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的规模由人民币5亿元（含5亿元）调整为人民币6亿元（含6亿元）。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17年7月18
日召开的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对外投资情况
1、2017年1月11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参与竞购上海燃料电池汽
车动力系统有限公司51.01%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参与竞购中电海康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
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一研究所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各自所持有的上海燃料电池汽车动力
系统有限公司44.63%股权、6.38%股权。
2017年4月24日，公司分别与中电海康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
并与中电海康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燃料签署了《委托贷款还款合同》。上燃动力已于2017年9月26日办理
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2017年3月23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
福建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增资方式将部分募集资金投入全资子公司福建猛狮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用于实施公司“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锂离子电池生产项目”。本次增资金额为人民
币9亿元，增资完成后，福建猛狮新能源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3亿元增加至人民币12亿元。本议案已经公司
2017年4月10日召开的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福建猛狮新能源已于2017年8月11日办理完成
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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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7年4月1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投资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筹资金人民币30,000万元在广东省广州市设立广东猛狮新能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围绕公司
主营业务开展股权投资业务。广东猛狮投资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于2017年7月31日取得广州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101MA59R5X483的《营业执照》。
4、2017年7月20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猛狮科技（香港）有限公
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5,000万元港币（约为4,333万元人民币）在香港设立猛狮科技（香港）
有限公司，统筹公司境外贸易业务，并作为公司境外股权投资平台。香港猛狮已完成相关注册登记手续，
并于2017年9月5日取得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注册处签发的《公司注册证明书》及《商业登记证》。
5、2017年7月20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湖北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划转
为一级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一级全资子公司福建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湖北猛狮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划转协议》，福建猛狮新能源将其持有的湖北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按
账面净值划转给公司。上述股权划转完成后，湖北猛狮新能源由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变更为一级全资子公
司。上述股权划转已于2017年8月2日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7年8月2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福建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减资的议案》。根据公司与福建猛狮新能源协议的约定，公司划入湖北猛狮100%股权无需向福建猛狮新
能源支付任何对价，福建猛狮新能源按冲减实收资本处理，即福建猛狮新能源减少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
万元。减资完成后，福建猛狮新能源的注册资本由120,000万元减少至110,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相关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尚在办理当中。
6、2017年8月2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福建动力宝
电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对全资子公司福建动力宝电源科技有限公司的部分债权人民
币57,000万元作为出资，认缴福建动力宝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57,000万元。增资完成后，福建动力宝的注
册资本由人民币3,000万元增加至60,000万元。福建动力宝已于2017年10月12日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7、2017年9月2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松岳电源
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及公司放弃优先认缴权的议案》，同意上海苔岑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人民币1,500
万元对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松岳电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公司放弃对上海松岳本次增资的优先认缴权。增
资完成后，上海松岳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3,500万元增加至5,000万元，公司持有上海松岳70%股权，上海
苔岑持有上海松岳30%股权。截至本公告日，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尚在办理当中。
8、2017年9月2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上海猛狮新能源
汽车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0,000万元在上海设立上海猛狮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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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新能源汽车整车技术开发及试制等业务。截至本公告日，相关工商注册手续尚在办理当中。
政府补贴
1、2017年7月1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政府奖励资金的公告》，根据公司与宜城市人
民政府签署的《关于投资建设年产5GWH电池项目合同书》的约定，宜城市人民政府五年内每年给予公司科
技创新奖励，累计奖励资金不高于3亿元，自2016年至2020年止，逐年按照10%、15%、15%、30%、30%比例
奖励。根据约定，宜城市人民政府2017年将给予公司科技创新奖励4,500万元，公司负责开展本项目的全
资子公司湖北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已于2017年6月30日收到2017年部分奖励资金2,000万元。
2、2017年7月12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政府奖励资金的公告》，根据湖北省郧西县人
民政府招商引资相关优惠政策和精准扶贫相关产业奖励政策，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猛狮光电有限公司于
2017年7月10日收到郧西县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攻坚战指挥部发放的999万元光伏扶贫奖励资金。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登载于

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

2017 年 04 月 20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登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

2017 年 05 月 05 日

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发布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预案

2017 年 10 月 20 日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登载于《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非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及公司债

发布非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及公司债券预案

2017 年 07 月 01 日

券预案的公告》，登载于《证券时报》、
《中
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竞购上海燃料电池汽车动力系统有

竞购上海燃料电池汽车动力系统有限公司 51.01%股
权

2017 年 01 月 12 日

限公司 51.01%股权的公告》，登载于《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竞购上海燃料电池汽车动力系统有

签署关于收购上海燃料电池汽车动力系统有限公司
51.01%股权的《产权交易合同》

2017 年 04 月 25 日

限公司 51.01%股权的进展公告》，登载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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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燃料电池汽车动力系统有限公
上海燃料电池汽车动力系统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 2017 年 09 月 30 日

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登载于《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福建猛

福建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

2017 年 03 月 24 日

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登载
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

福建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
换发营业执照

2017 年 08 月 18 日

发营业执照的公告》，登载于《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投资设立投资公司的公告》，登载于

投资设立广东猛狮新能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17 年 04 月 15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关于全资子公司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广东猛狮新能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取得营业执照

2017 年 08 月 10 日

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拟在香港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

设立猛狮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2017 年 07 月 21 日

告》，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香港全资子公司完成注册的公告》，

猛狮科技（香港）有限公司完成注册

2017 年 10 月 12 日

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二级全资子公司划转为一级全资子

湖北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转为一级全资子公司 2017 年 07 月 21 日

公司的公告》，登载于《证券时报》、
《中国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

湖北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2017 年 08 月 04 日

告》，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全资子公司福建猛狮新能源科技有

福建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减资

2017 年 08 月 29 日

限公司减资的公告》，登载于《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福建动力宝电源科技

福建动力宝电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

2017 年 08 月 29 日

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登载于《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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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
福建动力宝电源科技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
换发营业执照

2017 年 10 月 17 日

发营业执照的公告》，登载于《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松岳电源科技有限

上海松岳电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

2017 年 09 月 26 日

公司增资的公告》，登载于《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在上海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

设立上海猛狮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2017 年 09 月 26 日

告》，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政府奖励资金的公

湖北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获得政府奖励资金

2017 年 07 月 01 日

告》，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政府奖励资金的公

湖北猛狮光电有限公司获得政府奖励资金

2017 年 07 月 12 日

告》，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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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112.82%

至

162.72%

20,000

至

24,690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9,397.69
2017 年 1-12 月公司业绩预期较上年同期有明显增长，主要是
公司各主营业务市场继续呈增长势头，各类订单数量比上年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同期有明显增加，经营业绩稳步增长。其中，公司募投项目
福建猛狮新能源第一条三元 18650 锂离子电池全自动生产线
开始量产，销售业务正有序进行；清洁电力各项工程项目进
展顺利，推动公司经营业绩持续提升。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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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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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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乐伍
2017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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