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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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00,871,710.90 446,146,653.73 3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131,591.81 3,494,219.51 504.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246,867.48 2,125,030.90 -393.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0,746,636.32 -253,560,455.02 -36.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1 3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1 3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8% 0.22%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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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7,853,766.56 11,035,956,139.44 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13,158,288.96 2,692,041,549.22 0.7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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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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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71,240.6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363,988.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775,573.3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89,736.49  

合计 27,378,459.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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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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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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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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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2% 139,101,600 0 质押 138,622,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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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6% 44,022,000 44,022,000 质押 43,987,000 

陈乐伍 境内自然人 7.45% 42,270,900 41,673,935 质押 41,673,935 

上海青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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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7% 21,978,000 21,978,000 质押 21,974,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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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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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自然人 2.29% 13,005,558 6,675,530 质押 10,680,84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汕头市澄海区沪美蓄电池有限

公司 
139,101,600 人民币普通股 139,1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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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63,303 人民币普通股 10,863,303 

张成华 6,330,028 人民币普通股 6,330,028 

杨玉如 5,188,200 人民币普通股 5,188,200 

许兰卿 3,9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9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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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宣 3,678,052 人民币普通股 3,678,052 

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金谷·信惠 66 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920,531 人民币普通股 2,920,531 

林馨 2,753,100 人民币普通股 2,753,100 

陈淑玲 2,465,400 人民币普通股 2,465,400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

信托·价值回报 35 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450,980 人民币普通股 2,450,98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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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在深圳前海易德资本优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公司股东期间，深圳

前海易德资本优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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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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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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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31日较2017年末减少67,337.60万元，下降51.74%，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投入

资金建设福建诏安及湖北宜城两个锂电池生产基地以及归还到期融资所致。 

2、预付款项2018年3月31日较2017年末增加7,105.24万元，增长40.16%，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经营规

模扩大，预付采购商品及原材料款项相应也增加。 

3、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2018年3月31日较2017年末减少722.10万元，下降38.26%，主要是一年内

到期的融资保证金减少所致。 

4、在建工程2018年3月31日较2017年末增加59,286.17万元，增长89.00%，主要为报告期内福建诏安

及湖北宜城两个锂电池生产基地建设投入增加。 

5、开发支出2018年3月31日较2017年末增加3,639.85万元，增长38.51%，主要为公司研发投入增多，

归属于开发阶段可资本化的金额增加。 

6、应交税费2018年3月31日较2017年末减少14,216.92万元，下降85.83%，主要是由于年末应交的增

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在2018年年初缴纳所致。 

7、其他应付款2018年3月31日较2017年末增加34,039.99万元，增长138.74%，主要是公司大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借给公司的资金增加。 

8、其他流动负债2018年3月31日较2017年末增加9,761.26万元，增长2,327.36%，主要是公司清洁电

力方面各类工程待计提的增值税所引起。 

9、长期应付款2018年3月31日较2017年末增加31,651.85万元，增长48.94%，主要是公司通过融资租

赁方式购入生产设备增加所致。 

10、专项应付款2018年3月31日较2017年末增加182.72万元，增长456.80%，主要是公司收到的专项政

府补助计入。 

11、其他非流动负债2018年3月31日较2017年末增加2,269.26万元，增长87.00%，主要为公司子公司

郑州达喀尔接受客户委托采购车辆并办理车辆登记后，车辆由客户使用，后续本公司仍需提供购买车辆保

险、车辆年检等系列服务，约定服务期限满时将车辆过户至客户名下，届时客户取得车辆所有权。考虑其

资产的特殊性，且服务期内公司仍承担资产相关的风险，公司将该项资产在“其他非流动资产”列示，所

对应的负债在“其他非流动负债”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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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18年一季度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60,087.17万元，同比增长34.68%；营业成本45,344.43万元，

同比增长36.86%；公司战略及产业转型成果已经逐步显现，各项新业务步入快速发展轨道。 

13、2018年一季度税金及附加共计492.18万元，同比下降31.10%，主要是税金及附加中铅电池的消费

税占据大部分，而铅电池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对应的消费税减少所致。 

14、2018年一季度管理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2,981.12万元，同比上升56.92%，主要由于报告期内公司

业务规模扩大，人员增加引起工资福利的大幅增加，折旧摊销、差旅招待以及其他各项支出也大幅增加，

引致管理费用增加。 

15、2018年一季度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3,871.48万元，同比上升107.15%，主要是随着公司业务

扩展，融资规模大幅增加，财务费用也随之大幅增加。 

16、2018年一季度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增加410.10万元，同比上升114.20%，主要是报告

期内公司业务规模扩大，计提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等相关减值准备增加。 

17、2018年一季度其他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1,967.23万元，同比上升517.83%，主要是随着公司子公

司湖北猛狮新能源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18、2018年一季度营业外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745.41万元，同比上升16,485.05%，主要是公司收到计

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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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4月20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涉及购买资

产，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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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

次筹划的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5月5日开市起转入重大资

产重组程序继续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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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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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

案，并于2017年10月20日予以披露。 

2017年10月27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需行政许可）【2017】第61号）。公司及各中介机构就《问询

函》的相关问题逐项进行认真核查、落实和回复，并于2017年11月3日披露了《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的回复》和《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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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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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修订稿）》。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7年11月3日开市起复牌。 

2018年1月10日，公司发布了《关于拟调整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停牌公告》，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

案可能涉及调整，预计将构成方案重大调整，且具体调整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为了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经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1月10日开市起停牌。 

2018年2月10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复牌的公告》，截至该公告日，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审计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评估工作正在积极进行，公司正在努力与有关方加快

协商调整交易方案，预计交易标的整体估值和承诺利润均下降超过20%。根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

备忘录第14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等相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2月12

日开市起复牌。公司继续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2018年4月1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

议案》，根据标的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环境的变化，双方经多次友好协商，未能就标的公司估值调整达成

一致意见。为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经公司与交易对方友好协商，同意公司终止本次重组，并与交易

对方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终止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终止协议》。 

对外投资情况 

1、2017年12月9日，公司发布了《关于与MetalsTech Limited签署<约束性交易条款>的公告》，公司

拟以自有资金300万澳元（约为1,497.21万元人民币）认购MetalsTech Limited新发行的1,000万股股份。 

2018年1月16日，公司发布了《关于与MetalsTech Limited签署<约束性交易条款>的进展公告》，鉴

于公司对MTC的尽职调查工作尚未全部完成，根据实际进展情况，经双方协商，公司于2018年1月13日与MTC

签署了《约束性交易条款的变更协议》，对《约束性交易条款》的相关约定进行修订。  

2018年2月2日，公司发布了《关于与MetalsTech Limited签署<约束性交易条款>的进展公告》，由于

对MTC尽职调查结果无法令公司满意，《约束性交易条款》项下的拟议认购不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根据

《交易条款》的相关约定，公司于2018年2月1日向 MTC发送书面终止通知，终止本次交易。 

2、2017年12月2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在宜城市投资建设NCA

三元前驱体电池正极材料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宜城市人民

政府签署《宜城市人民政府与福建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建设NCA三元前驱体电池正极材料项

目合同》，福建猛狮新能源拟在宜城雷大工业园区投资建设NCA三元前驱体电池正极材料项目，预计投资

总额为2亿元人民币。项目公司湖北三锂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于2018年4月2

日取得宜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20684MA493FF05N的《营业执照》。湖北三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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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人民币，公司持有70%的股权。  

3、2018年2月2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与陈奕、袁智斌、黄春燕合资设立新疆中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暂

定名，以工商部门核准登记的名称为准），主要开展锂离子电池用高档电解铜箔等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中亚新材料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万元，公司出资人民币5,000万元，占中亚新材料注册资本

的50%。中亚新材料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于2018年3月19日取得昌吉州昌吉市工商局颁发的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91652301MA77W8J38C的《营业执照》。 

4、2017年12月2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猛狮科

技（香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筹资金对猛狮科技（香港）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增资金

额为10,000万元港币（约为8,333万元人民币）。增资完成后，香港猛狮的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港币增加

至15,000万元港币。香港猛狮已完成增资手续。 

政府补助 

2018年2月3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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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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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2日收到2018年部分奖励资金2,000万元。 

股份增持计划 

2017年11月29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实际控制人、董事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司原实际控制

人之一、董事陈乐强先生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拟自2017年11月29日起

6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

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2017年12月23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实际控制人、董事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陈乐强先生于2017

年12月22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数量563,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0%。 

2018年2月22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原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终止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司

收到陈乐强先生配偶的通知，因陈乐强先生已经逝世，无法再继续实施其之前作出的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本次增持计划终止。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7 年 04 月 20 日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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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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05 月 05 日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登载于《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7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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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2017 年 11 月 03 日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的回复》《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

稿）》和《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登载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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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01 月 10 日 
《关于拟调整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停牌公告》，登载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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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02 月 10 日 

《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复牌的公告》，登载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18 年 04 月 20 日 
《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登载于《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与 MetalsTech Limited 签署《约束性

交易条款》 

2017 年 12 月 09 日 

《关于与 MetalsTech Limited 签署<约束性交易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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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01 月 16 日 

《关于与 MetalsTech Limited 签署<约束性交易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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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02 月 02 日 

《关于与 MetalsTech Limited 签署<约束性交易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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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建设NCA三元前驱体电池正极

材料项目 
2017 年 12 月 30 日 

《关于投资建设 NCA 三元前驱体电池正极材料项目的公

告》，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新疆中亚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 03 月 02 日 
《关于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登载于《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 年 03 月 22 日 
《关于控股子公司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登载于《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全资子公司湖北猛狮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 
2018 年 02 月 03 日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登载于《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对全资子公司猛狮科技（香港）有

限公司增资 

2017 年 12 月 30 日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猛狮科技（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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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03 月 27 日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增资的公告》，登载于《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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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原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陈乐强先

生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2017 年 11 月 29 日 

《关于实际控制人、董事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登载

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17 年 12 月 23 日 

《关于实际控制人、董事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登载

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18 年 02 月 22 日 

《关于原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终止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

公告》，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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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 1-6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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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48.24% 至 98.01%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7,000 至 9,350 

2017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4,721.9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以锂电池及上下游为主产业链，以清洁能源的开发建设、新能源汽车

租赁运营为辅助产业链，打造的“一体两翼”新能源产业发展布局已形成

一定规模，业务开展顺利。同时，在 2018 年，公司对部分亏损子公司采取

减员增效、资源整合等多种手段提升其业绩。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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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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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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陈乐伍 

2018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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