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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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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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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亚波

陈咏纯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莲河西路（华富工业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莲河西路（华富工业
区猛狮蓄电池厂内 1,2,4 幢）
区猛狮蓄电池厂内 1,2,4 幢）

传真

0754-86989554

0754-86989554

电话

0754-86989573

0754-86989573

电子信箱

msinfo@dynavolt.net

msinfo@dynavolt.net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的业务主要涵盖以下四个方面：
1. 铅酸电池。公司传统业务，主要产品是摩托车起动电池，产品以外销为主，面向中高端摩托车售
后服务市场；内销为辅，面向摩托车厂的前装配套和售后服务市场。在摩托车起动电池领域，公司是国内
最大的摩托车电池出口企业。摩托车起动电池业务发展处于成熟期，总体是平稳增长的市场。公司过去主
要面向海外市场，近两年海外市场和国内市场并重，公司产品在国内市场有很大的成长潜力。
2. 锂电池。锂电池新业务包括电芯、Pack、电池管理系统等。公司研发生产18650三元锂电芯，主要
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和储能系统。经营上，除了面向企业自用外，也对其他电池企业以及新能源汽车企业提
供产品和服务。公司在福建漳州金都工业区建设年产4亿支18650三元锂电芯工厂，一期建设年产1亿支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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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生产线。公司在深圳设有电池Pack工厂，上海松岳具有Pack和独立的BMS（电源管理系统）开发能力。
公司多款Pack产品已经成功配套整车厂并列入国家新能源汽车产品目录。
3. 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新业务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设计和动力系统解决方案、整车制造和销售、
新能源汽车租赁服务。公司已具备独立的整车设计能力和动力系统开发能力，具备对外服务能力，具备较
强的技术竞争力。电动汽车制造工厂在设计规划当中，预计2016年内制造、销售自主研发的新能源汽车。
公司年底成立厦门潮人，开展新能源汽车汽车租赁业务，包括长租、短租和分时租赁，面向企业、政府和
个人用户。新能源汽车行业在2015年实现井喷，相关产业处于快速成长期。
4. 清洁电力。清洁电力新业务包括光伏电站EPC、光伏电站投资和运营、光伏逆变器、储能、合同能
源管理、智能输配电、能源互联网等。报告期内，公司收购深圳华力特电气，具备提供以变配电技术为核
心的能源信息一体化解决方案的能力，在国内同行业具有很强竞争能力，公司向港口、机场、大型工矿企
业等提供系统集成服务，面向商业楼宇、大型公共基础设施领域提供EPC服务，为轨道交通、有色金属等
行业提供产品业务，拥有在供电侧面向电网公司和发电厂提供系统和服务，用电侧面向CBD、工业园区以
及家庭的提供系统解决方案的服务。控股收购了江苏峰谷源，开发适合工商业和家庭用的离并网式光储一
体化系统和储能产品。投资湖北郧西30MWp光伏电站，并成功并网.光伏相应行业现处于成长期，储能行业
受限于政策影响，处于导入期。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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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550,431,123.86

488,287,062.89

12.73%

288,062,044.75

2,783,583.10

10,725,919.37

-74.05%

-16,345,250.60

-817,275.27

6,094,239.49

-113.41%

-44,200,959.50

-54,047,524.37

35,763,637.93

-251.12%

-20,691,322.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5

-80.00%

-0.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5

-80.00%

-0.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8%

2.08%

-1.70%

-3.06%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资产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本年比上年增减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1,598,815,586.23

1,005,009,097.67

59.08%

858,162,916.28

839,627,867.62

522,002,684.52

60.85%

511,276,76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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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31,123,101.50

119,595,812.21

114,725,772.36

184,986,437.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98,539.02

2,076,968.16

-108,788.67

-383,13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05,724.34

1,319,250.42

-2,668,033.38

-674,216.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235,533.08

-118,649,925.76

-10,403,786.50

64,770,654.8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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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27,736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28,774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汕头市澄海区沪美蓄电池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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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1%

92,734,400

0 质押

92,720,000

深圳前海易德资本优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企业（有限合伙）

10.57%

29,348,000

29,348,000 质押

29,348,000

陈乐伍

10.15%

28,180,600

28,050,600 质押

25,000,000

深圳前海易德顺升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有限合伙）

5.28%

14,652,000

14,652,000 质押

14,652,000

万家共赢资产－宁波银行－万家共赢金石
其他
一号资产管理计划

1.06%

2,948,817

0

许兰卿

0.95%

2,640,000

0 质押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事件驱
其他
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77%

2,144,951

0

北京中融鼎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鼎金价
其他
值 1 号稳健型证券投资基金

0.74%

2,062,040

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日进斗金
其他
11 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0.69%

1,905,638

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日进斗金
其他
24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0.38%

1,054,7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1,000,000

上述股东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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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猛狮科技股东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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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易德优势持有公司 10.57%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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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 10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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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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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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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公司确立了“2.3.5.1”发展战略，围绕清洁电力的生产、储存、应用进行产业布局：2是指
抓住两大战略机遇，一是“能源转换”，二是“一带一路”；3是指深耕三大事业板块-高端电池制造、新
能源车辆、清洁电力；5是指建好五个事业部-先进铅电池、高端锂电池、新能源车辆、清洁电力、电子商
务；1是指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致力于提供最清洁、最价廉的电力服务。
公司加速战略转型和新业务布局。在新业务方面，公司明确了以高端电池制造为基础，推动新能源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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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加速新
兴业务的战略布局，人才和技术储备不断完善。
在传统业务起动电池方面，公司探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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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年底完成福建动力宝4号厂房的建设工程。柳州工厂进行技术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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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汽车起动电池的生产能力。
新能源产业布局方面，公司内生外拓，发起设立了包括上海松岳、厦门高容等12家全资子公司，控股
和参股投资峰谷源、润峰电力、华力特等8家子公司，业务从单一的铅蓄电池一举扩展到锂电池、新能源
车辆、光伏发电、储能、智能输配电、能源管理等清洁能源领域。
高端电池制造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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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年产4亿支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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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已建立了圆柱型电池
试验生产线，组建了Pack分公司，建立了锂电池业务队伍。公司设立上海松岳电源科技有限公司，开展车
载锂电池组及BMS业务。公司已经有多款锂电池组产品实现和新能源汽车整车厂的配套，并入选国家新能
源汽车配套目录。
新能源车辆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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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乐具有鲜明的电动化、轻量化、智能化、信息化特点，标志着公司在发展国民电动车之路上跨出了
重要的一步。公司诏安新能源汽车工厂建设筹备工作有序进行。公司年底投资设立了厦门潮人新能源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开展电动汽车租赁业务。公司2016年初与同济汽车设计研究院合资成立上海太鼎汽车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与同济汽车设计研究院的电动汽车整车设计团队实现整合，收购台州台鹰电动汽车有限公
司。公司将全面整合内部整车设计、锂电池、电池管理、电机电控研发资源，并与行业优势企业合作，共
同完善台鹰现有的双100车型，预计在2016年第三季度投入市场。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公司不断完善新能
源汽车产业链布局，建立涵盖新能源汽车整车设计和核心零部件、整车制造、整车销售和租赁运营的较为
完善的产业链。此外，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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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
试，全新开发的镁合金智能电动折叠自行车在2015年内全面推向市场。
清洁电力方面，公司布局光伏发电和储能设备，初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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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收购深圳华力特，提供以智能变配电技术为核心的能源信息一体化解决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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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用七个月的时间完成建设了一个30MWp的光伏电站项目，12月30日并网
发电，正式进入光伏电站的建设和运营。12月31日，公司福建动力宝厂区自建3MWp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正
式并网发电。
对深圳华力特电气的并购成功，让公司掌握了能源信息一体化业务的核心技术，获得较为稳定业务收
入。华力特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60,484.74元，税后净利润6,335.20元，2016年第一季度正式并入公司，
根据业绩承诺，华力特2016年净利润将不低于7,800万元。2016年清洁电力事业部在继续做好国内的光伏
电站建设的同时，将积极开拓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的电力市场，力争在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储能上实现海外业
务的突破。
公司试水电子商务，自主运营电动车电子商务平台，构建全国连锁线下服务结构，采用传统销售渠道
和电子商务结合的方式销售猛狮体系内产品。给先进铅电池事业部、高端锂电池事业部和新能源车辆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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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提供第二销售渠道。
公司治理方面，随着公司的战略转型，公司的管理结构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公司总部从事务性管理
转入战略性管理。公司总部设立六个管理中心，服务于各大事业部和子公司。投融资、总裁办、财务中心、
审计中心进一步完善了各项制度、流程，公司内控能力显著提升。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铅电池业务
锂电及 BMS 相关业务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461,954,508.11

377,903,214.15

18.19%

-5.08%

-2.85%

-1.88%

78,423,652.49

49,537,755.24

36.83%

0.00%

0.00%

0.0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5.50亿元，同比增长12.73%。铅酸电池业务实现营业收入4.62亿元，
同比下降5.08%；锂电池业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年内锂电池相关业务共取得营业收入7,842.37万元。铅
酸电池业务收入占比83.92%，而2014年为99.67%；锂电池等新能源业务收入占比14.25%。海外业务实现销
售收入3.24亿元，同比下降14.41%；国内业务实现销售收入2.27亿元，增长105.87%。总体上公司业务呈
现出国内业务快速增长、锂电池等新能源业务快速增长的特点，公司战略及产业转型取得积极成果。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8.36万元，2014年为1,072.59万元，同比下降74.05%。2015年公司利润
未能实现增长，主要原因如下：
1.摩托车起动电池业务产能未达预期。公司有三个子公司生产摩托车起动电池，分别是柳州动力宝、
福建动力宝和遂宁宏成。2015年，摩托车起动电池市场平稳发展，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不大。福建动力宝
和遂宁宏成2014年底取得生产许可证，但由于遂宁宏成报告期内产能未得到充分释放，导致起动电池的整
体生产及销售计划受到较大影响。
2.新业务收入和利润贡献尚未充分释放。2015年是公司全面战略转型的一年，公司加快锂离子电池、
新能源车辆、清洁电力等新业务的布局。其中，锂电池相关业务（锂离子电池、Pack、电池管理系统等）
快速发展，实现销售收入7,842.37万元，公司多款Pack产品已经成功配套整车厂并列入国家新能源汽车产
品目录。其他新业务收入1,005.30万元，收入偏低，主要因为深圳华力特报告期内未完成收购，润峰光伏
电站在2015年12月30日完成了投资建设和并网但尚未取得电费收入，其他公司业务多处于培育期。预计公
司新业务将在2016年全面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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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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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共 13 户，具体包括：
序号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比例（%）

1

上海松岳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

2

润峰电力（郧西）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

3

深圳市新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

4

深圳市先进清洁电力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

5

广东猛狮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

6

吉林猛狮新能源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

7

吉林猛狮科技光电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

8

福建猛狮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

9

厦门潮人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

10

陕西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

11

DYNAVOLT TECHNOLOGY (KENYA) COMPANY LIMITED

控股子公司

一级

99.9

12

江苏峰谷源储能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50.5108

13

厦门高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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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对 2016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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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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