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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25                          证券简称：湘潭电化                         公告编号：2020-030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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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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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552,959,976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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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潭电化 
股票代码                  00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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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咏梅 龙悠怡 

办公地址 湘潭市雨湖区九华莲城大道 5号五矿尊城 湘潭市雨湖区九华莲城大道 5号五矿尊城 

电话 0731-55544161 0731-55544048 

电子信箱 zqb@chinaemd.com zqb@chinaemd.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两个方面：电池材料业务和污水处理业务。 

1、电池材料业务 

电池材料业务包括P型EMD、碱锰型EMD、高性能型EMD、一次锂锰型EMD、锰酸锂正极材料和高纯硫酸锰等，其中P型EMD、

碱锰型EMD、高性能型EMD、一次锂锰型EMD主要应用于一次电池的生产，锰酸锂正极材料和高纯硫酸锰主要应用于二次电池

领域。公司采用“研发-生产-销售” 的经营模式。公司是EMD行业内生产量最大、产品类型最齐全、竞争力很强的企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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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行业龙头地位。目前行业发展迅速，行业产能逐步增加，行业竞争日益激烈。 

2、污水处理业务 

污水处理业务采用“政府特许、政府采购、企业经营”的经营模式，具有刚性特征，不易受宏观经济影响，具有相对稳

定的收入、利润和现金流量。公司污水处理业务通过对城市污水的集中处理，实现出水水质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标准

（GB18918-2002）一级A标准，保护区域内水质及生态环境，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公司现有污水日处理设计能力为21万立

方米（不包括受托运营的九华污水处理厂）。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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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7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210,041,33

5.08 

1,079,019,76

4.21 

1,079,019,76

4.21 
12.14% 

740,803,455.

67 

740,803,455.

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67,991,660.9

1 

70,736,755.3

1 

70,736,755.3

1 
-3.88% 

47,171,460.1

6 

47,171,460.1

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0,451,855.3

3 

69,740,152.0

7 

69,740,152.0

7 
1.02% 

44,804,278.7

0 

44,804,278.7

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75,189,682.0

0 

58,342,399.0

9 

58,342,399.0

9 
28.88% 

60,198,504.8

7 

60,198,504.8

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3 0.13 -7.69% 0.09 0.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3 0.13 -7.69% 0.09 0.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0% 6.24% 6.24% -0.44% 4.38% 4.38%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7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3,569,922,31

2.03 

3,175,751,38

0.27 

3,175,751,38

0.27 
12.41% 

2,556,873,68

7.93 

2,556,873,68

7.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198,740,84

7.27 

1,151,570,79

1.86 

1,151,570,79

1.86 
4.10% 

1,101,584,59

1.56 

1,101,584,59

1.56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

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 2019 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

追溯调整法。本公司自 2019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

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

（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

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具体内容详见本报告“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之“五 重要会计政策及

会计估计”中“31、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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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258,708,039.31 326,467,906.22 327,957,613.16 296,907,776.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041,877.41 33,755,857.16 23,051,693.08 -6,857,766.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349,315.39 34,301,096.28 22,628,567.76 -3,827,124.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071,299.36 22,694,552.90 83,848,880.64 -54,425,05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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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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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9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4,301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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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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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潭电化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93% 165,478,720 0 质押 81,600,000 

湘潭振湘国有

资产经营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52% 58,146,240 0 质押 26,016,160 

钟利波 境内自然人 5.00% 27,647,900 0 质押 18,853,999 

上海智越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0% 27,647,900 0   

深圳市瀚信资

产管理有限公

司－瀚信定增 1

号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2.27% 12,563,000 0   

上海景贤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1% 11,136,014 0   

农银国际（湖

南）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潇湘

成长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28% 7,056,000 0   

张国庆 境内自然人 0.78% 4,302,622 0   

邱小贞 境内自然人 0.70% 3,875,740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信达澳银新

能源产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58% 3,199,21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湘潭振湘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为湘潭电化集

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具有关联关系或构成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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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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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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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受到全球经济下滑、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加上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同行业之间竞争激

烈，企业面临的外部经营环境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经营形势日趋严峻。公司始终坚持以锰系等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和污水处

理等环保类产业为核心的双主业发展战略，直面困难，尽早谋划，勇于挑战，奋力拼搏，较好地完成了年初制定的生产经营

目标。 

1、电池材料产销量增加，市场影响力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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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电池材料业务实现营业收入98,894.9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9.34%。 

全年共生产电池材料10.997万吨（含高纯硫酸锰6,742吨），同比增长30.10%；销售电池材料10.15万吨（含高纯硫酸锰

6,736.17吨），同比增长19.07%。 

电池材料产量增加主要系靖西电化年产2万吨高性能锰酸锂正极材料项目已建成投产，新增产能得到释放。公司全年生

产平稳运行，加强成本管控，实施精细化生产；优化工艺控制，进一步加强和优化产品质量；根据原材料价格的变动，及时

调整生产工艺；新增、改造多个生产设备，设备管理日趋精细化；致力于创新，根据客户要求进行部分定制化生产，以满足

客户的各种需求。 

报告期内，国内电解二氧化锰行业的总产量比2018年略有上升，但产能扩张比较明显（含公司的扩产），下半年的行业

竞争比上半年更加激烈。公司时刻关注市场行情，年初对市场作出准确预判，通过大客户战略等多种方式达成销售目标，市

场占有率略有提升，在大客户中影响力增强。报告期内，高纯硫酸锰产品产销基本平衡。 

 2、污水处理量增加，污水处理业绩提升 

 报告期内，市污水处理、鹤岭污水处理、九华污水处理累计完成污水处理量8,421.34万吨，同比增长6.24%，出水水质

指标均达到《国家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污水处理业务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1,136.65

万元，同比增长8.68%；实现净利润3,921.50万元，同比增长74.37%，主要系污水处理量增加，工艺改进降低成本。 

2019年，市污水处理着手投资建设三期扩建及提标工程项目，在原有污水处理规模20万m³/日的基础上扩建10万m³/日，

达到30万m³/日的污水处理总规模。三期扩建将分两阶段进行，其中一阶段先实施5万m³/日，二阶段将视未来污水处理情况

再增加5万m³/日。三期扩建工程出水水质将达到《湖南省城镇污水处理厂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3/T1546-2018）》一

级标准。目前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2019年上半年，经湘潭市人民政府授权，鹤岭污水处理与湘潭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署了《湘潭鹤岭污水处理厂污泥

处置特许经营合同》，取得了污泥处置特许经营权，期限30年，并已依据《湘潭鹤岭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特许经营合同》完

成污泥处置的正式价格核定工作。此外，鹤岭污水处理与湘潭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完成污水处理成本的测算工作，根据《湘

潭鹤岭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合同》约定，相关部门已上调2020年1-2月的城市污水处理费单价。 

 3、对外投资，稳步推进战略布局 

（1）报告期内，为支持参股公司裕能新能源抢占新能源电池材料市场机遇，公司对其增资2,892.60万元，增资后持股

比例仍为16.07%。目前裕能新能源磷酸铁锂总产能约为3万吨，其中包括裕能新能源在报告期内成立的全资子公司广西裕能

新能源电池材料有限公司新增产能，该项目已于2019年8月建成投产。镍钴锰三元电池材料年产能达到5,000吨，目前以开拓

市场、客户认证为主。2020年3月，裕能新能源成立全资子公司四川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有限公司，新建年产2万吨磷酸铁锂

生产线，预计2020年下半年投产。裕能新能源具备强大的研发能力和品质管理能力，磷酸铁锂产品的质量指标处于行业前列，

成本控制能力较强，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市场占有率逐步提升。 

（2）报告期内，公司参股公司力合厚浦的全资子公司电化厚浦年产2,000吨镍钴锰三元材料前驱体生产线和年产3,000

吨电池级硫酸镍生产线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试生产的镍钴锰三元材料前驱体正在积极进行客户认证。 

（3）报告期内，市污水处理对鹤岭污水处理增资3,000万元，对湘潭通达水务有限公司增资7,000万元，并与湘潭市九

华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合作，以湘潭通达水务有限公司为平台收购湘潭国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湘潭国中水务有限公司的

全部股权，有利于扩大公司环保板块的规模，符合公司的环保战略布局。 

 4、完善培训管理和晋升体系 

2019年，公司在抓好人才引进的同时，强化对已有员工的培训，打造学习型组织。从经营管理、专业技术、技能操作三

个类别中选拔优秀人才组建了内训师队伍。继续完善员工职业晋升通道，充实后备人才库，调动员工积极性，为公司的快速

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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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电解二氧化锰 788,187,861.09 26,777,670.14 21.99% 15.46% -53.77% -2.52% 

锰酸锂正极材料 163,779,695.14 6,269,094.41 24.78% 12.17% -51.22% -0.65% 

污水处理 111,366,508.58 44,798,126.95 54.88% 8.68% 42.77%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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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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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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关于修订印

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

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2）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

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

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

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新金融工具准则改变了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方式，确定了三个计量类别：摊余成本；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公司考虑自身业务模式，以及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特征进行上述分

类。权益类投资需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但非交易性权益类投资在初始确认时可选择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处置时的利得或损失不能回转到损益，但股利收入计入当期损益)，且该选择不可撤销。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已发生损失模型”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适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

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租赁应收款。 

3）本公司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自2019年6月17日起执行经

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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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谭新乔 

                                                                               2020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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