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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84                           证券简称：猛狮科技                           公告编号：2013-009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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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其聪 林影 

电话 0754-86989570 0754-86989570 

传真 0754-86989554 0754-86989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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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2012 年 2011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0 年 

营业收入（元） 484,654,170.23 402,935,906.06 20.28% 335,765,138.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1,744,611.30 41,651,109.31 0.22% 37,462,186.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7,905,123.66 38,348,140.55 -1.16% 37,378,700.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298,524.80 78,314,055.52 -131.03% 45,958,676.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0 1.05 -14.29% 0.9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0 1.05 -14.29% 0.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75% 18.97% -8.22% 20.82% 

 2012 年末 2011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0 年末 

总资产（元） 739,674,018.03 484,183,855.28 52.77% 387,784,167.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36,114,223.81 240,346,730.71 123.06% 198,695,621.40 

（2）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股东总数 9,37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

日末股东总数 
8,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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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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1% 21,076,000 21,076,000 质押 21,076,000 

陈乐伍 境内自然人 11.84% 6,286,500 6,286,500   

广东栢迪鑫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93% 3,146,000 3,146,000   

邱文锦 境内自然人 3.11% 1,650,000 1,650,000   

杜湘伟 境内自然人 3.11% 1,650,000 1,650,000 质押 1,650,000 

蚁志伟 境内自然人 3.11% 1,650,000 1,650,000 质押 1,650,000 

许兰卿 境内自然人 2.07% 1,100,000 1,100,000   

肖荣林 境内自然人 2.07% 1,100,000 1,100,000 质押 1,100,000 

陈广明 境内自然人 1.87% 990,000 990,000 质押 990,000 

厦门友信进出口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7% 990,000 9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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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 公司业务发展情况  

2012上半年，延续2011年下半年良好的接单势头，公司主营业务产销两旺。国外客户因中国环保风暴

影响担心供应不足而提前和加量下单，来自欧美的订单异于平常年份。而进入下半年后，中国环保风暴趋

于平息，电池供应正常；欧洲经济仍陷于萧条中，市场信心不足；主要客户库存量大，需要压缩库存，受

上述三个因素影响，来自国外客户的订单明显减少。在国内，中国摩托车工业受世界市场影响，2012年出

现多年来首次负增长；地下蓄电池工厂死灰复燃，极大地影响了市场秩序，公司国内市场开拓受到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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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公司2012年销售和生产呈现前紧后松的态势，全年公司整体实现营业收入4.85亿元，比2011

年度增长20.28%，其中，出口收入4.05亿元，比2011年度增长28.99%；国内销售0.61亿元，与2011年度国

内销售基本持平。 

(二) 公司盈利状况  

(1) 产品成本构成情况 

项 目 2012年度 2011年度 

直接材料 84.03% 87.00% 

直接人工 9.68% 6.68% 

制造费用 6.29% 6.32% 

产品成本 100.00% 100.00% 

2012年公司通过技术改造，工艺改良等手段努力降低生产成本，并取得一定成效，直接材料在产品成

本中所占比例从2011年度的87.00%下降至84.03%。受社会用工成本上升的影响，2012年度直接人工大幅上

升，所占比例由2011年度的6.68%增加至9.68%。 

(2) 期间费用情况 

销售费用2012年度较2011年度增加9,105,017.82元，增长68.63%，主要原因为2012年公司销售规模扩

大，且出口运费价格上涨，全年运费比2011年度增加350.20万元以及赞助猛狮电池征途赛车队等业务宣传

支出比2011年度增加416.23万元。 

管理费用2012年度较2011年度增加17,335,479.07 元,增长47.25%，主要是研发费用、员工工资福利、

新增房屋建筑物及机器设备折旧均比去年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以及公司上市过程中发生的路演、差旅等费

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2012年度较2011年末减少4,457,846.23元，减少36.36%，是由于公司归还了利率较高的短期

银行借款，转而利用多种灵活的手段安排资金的筹集与支出，年度利息支出大幅减少所致。 

综上，虽然公司2012年度营业收入比2011年度实现了20%以上的增长但受制于人员工资及各项费用的

大幅增长，2012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174万元，与2011年度相比基本持平。 

(三) 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经历了2011年的电池行业环保风暴之后，国内电池行业的生存状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现有的300多

家合法生产的企业都纷纷扩大产能，总产能已超过环保整顿前的2000余家的产能总和。而在环保整顿中没

有过关的企业则纷纷转入地下生产，这些工厂因为省略了环保费用、员工社保和政府税收，产品成本远低

于合法生产的企业，在摩托车电池、电动自行车电池、小型密闭电池和汽车电池等领域对合法生产企业造

成巨大的冲击，市场上充斥着低价竞争的各类电池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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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摩托车行业在经历了多年的快速增长后，已经转入正常增长的阶段。摩托车行业的销售特点发生

了一些新的变化，出口比例上升，新的高档车型在新一波中外企业整合后开始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个

性化的、休闲类的车型开始在国内找到市场。亚洲和南美区域仍然是世界增长最快的市场。美国市场需求

稳定。欧洲市场正经历着经济危机，摩托车消费增长缓慢。 

世界市场上摩托车电池的来源主要是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和日本、东南亚国家的越南、印尼、泰国，

南亚的印度。在中国，公司已经成为国内外摩托车电池市场上供应最稳定的供应商。在2013年，公司收购

的遂宁宏成电源科技有限公司及福建动力宝一期年中投产后，公司将成为国内生产量最大的摩托车电池制

造商。公司将有充足的产能来满足国内、亚洲和其它新兴市场的需要，将伺机进入其它种类的电池市场。 

(四) 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 

公司将尽快促进募投项目投产，通过品牌建设和技术革新，让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成为性价比最优、在

新兴市场成为最值得信赖品牌的摩托车电池制造商。 

(1) 品牌塑造：公司将以被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的36家工业品牌培育示范企业之一的荣誉为契

机，在2013至2015年，以展会、体育赞助、学术交流、广告和赠品等形式在国内和国际市场打造MENSHINE

和DYNAVOLT双品牌，让这两个品牌成为各自市场上的名牌产品，以获取稳定的利润和市场份额。 

(2) 性价比最优：通过新技术和新设备的使用，让公司产品单位成本下降，性能提升；通过对不同细

分市场的研究，推出特别适合各个市场的特殊产品。最终达到以性价比占优的产品开拓市场并提高市场占

有率的目的。 

(3) 技术先锋：通过对纳米胶体电池技术的进一步优化，将公司在此项独特技术上的优势转换成更高

的市场占有率的，配合福建动力宝一期的投产，加快推进纳米胶体电池对普通铅蓄电池的更新换代。加快

对新一代碳铅电池技术的定型，尽快推出全系列碳铅电池产品，进一步确立公司作为摩托车电池业界新技

术先锋的地位。加快对新工艺的试验和应用，通过技术改造缩短公司产品生产周期、降低生产成本。加快

建设锂离子摩托车电池生产线，力争在2013年三季度向市场投放公司自行研发制造的高性能锂离子摩托车

系列电池。 

(4) 开拓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在2013年初收购了汕头猛狮兆成新能源车辆技术有限公司70%股权，

以及成立福建猛狮新能源车辆技术有限公司，标志着公司正式开启新的第二主营业务--新能源车辆的研发

和制造。公司力争在2013年内完成福建猛狮新能源车辆技术有限公司的一期厂房建设并实现新能源车辆的

销售。 

 (五) 可能面对的风险 

(1) 人民币升值风险 

公司产品主要销往欧洲、美洲、亚洲等地区的摩托车电池更换市场，且主要以美元结算。公司外销业

务虽然预收部分货款，但是余款给予客户一定的信用期，如果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公司外币应收账款

将发生汇兑损失。同时，公司对客户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建立了产品售价与人民币汇率联动机制，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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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人民币过快大幅升值，公司虽然可以提高产品美元销售价格，但是相对国外竞争对手的价格优势减弱，

客户向公司的采购量可能减少，从而影响公司经营业绩。因此，人民币升值会对公司业绩带来一定的影响。 

(2) 主要原材料铅及铅合金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生产所需主要原材料为铅及铅合金，铅及铅合金占公司产品生产成本的比重在70%左右，其市场

价格的波动会直接影响到公司的营业收入及利润水平。公司凭借产品质量稳定、性价比高、品种规格齐全、

交货期短等竞争优势，对客户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产品售价能与铅价联动。铅价上涨时，公司可以提高

产品售价，铅价下跌时，公司将降低产品售价。因此，在产能和销售量确定的情况下，公司存在主要原材

料铅及铅合金价格波动导致公司营业收入波动的风险。此外，如果铅及铅合金的供求情况发生较大变化或

者价格产生异常波动，而公司不能与下游客户继续保持铅价联动机制，或者铅价联动的幅度和时间滞后于

铅价的变动，公司未能有效应对原材料价格波动所带来的成本压力，则铅价波动会影响到公司的盈利能力。 

(3) 出口业务及行业风险 

公司属于铅酸蓄电池行业的子行业，产品主要用于摩托车等小型机械的起动，并以摩托车电池更换市

场为主，市场需求稳定。近年来，凭借产品质量稳定、性价比高、品种规格齐全、交货期短等竞争优势，

公司外销产品数量逐年增长。但是，目前受欧债危机等因素的影响，欧洲经济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如果

欧洲经济持续低迷，并进一步影响美国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从而可能导致公司产品出口地区摩托

车电池需求下降。若公司未能有效开拓其他市场，将给生产经营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公司存在出口业

务风险和下游行业需求下降带来的行业风险。 

(4)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险 

公司的纳米胶体电池具有容量大、起动能力强以及使用寿命长等性能优势，更加安全和环保，市场需

求旺盛，同时公司拥有丰富的客户资源，对募投项目做了充分的行业分析和市场调研，并制定了完善的市

场开拓措施，有能力消化新增产能。但是，本次募投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是基于当时国内外市场环境、技术

发展趋势、产品价格、原料供应和工艺技术水平等因素做出的；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市场环境突变、

工程进度、原材料供应及设备价格变动等因素的影响，项目实际建成后的产品市场需求、销售价格、生产

成本等都有可能与公司的预测产生差异。如果产品下游市场需求发生不利变动，项目延期实施，市场环境

突变或行业竞争加剧等情况发生，或公司市场开拓措施没有得到较好执行，新增产品可能无法如期全部实

现销售，公司将面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盈利水平与预测的盈利水平出现差异的风险。 

(5) 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公司产品主要为摩托车起动用电池，销往欧洲、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等的电池更

换市场。近年来，凭借产品质量稳定、性价比高、品种规格齐全、交货期短等竞争优势，公司产品销量增

长较快。由于发达国家的电池更换市场利润率较高，新的竞争对手将不断进入，公司未来在扩张市场份额

时将会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公司纳米胶体电池率先推向市场之后，销售量大幅增加，纳米胶体电池作为

铅蓄电池高科技换代产品，利润率高，市场潜力大，越来越受到竞争对手的重视，竞争对手未来可能会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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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对胶体电池的研发和生产投入，胶体电池将会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因此，公司存在市场竞争加剧的风

险。 

(6) 环保政策风险 

公司自设立以来就一直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对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水、废气、噪声和固体废弃物，

严格按照环保要求进行处理和排放。同时，公司对可能影响环境的因素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和控制，环保工

作符合国家法规及管理体系要求。随着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如果未来国家实施更严格的环境规定，

如收紧排污限制、增加排污费、实施更广泛的污染管制规定、施行更严格的许可机制及更多物质被纳入污

染管制范围，本公司可能需要增加、更换或提升污染控制器材和设备，增加相关的成本支出，进而影响公

司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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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均未发生变化。 

（2）对 2013年 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3 年 1-3 月净利润亏损（万元） -600 至 -300 

2012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0,533,139.00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受订单减少影响所致。公司目前产品结构仍然以欧美市场适销型

号为主。欧洲市场主要客户受困于高库存和经济衰退的担忧中，订单明显

低于正常年份。内销市场受制于混乱的市场秩序，未能取得突破。二月份

春节，公司假期较长，销售减少。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乐伍 

2013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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