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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92                               证券简称：融捷股份                           公告编号：2021-052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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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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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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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融捷股份 股票代码 002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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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新华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45 层 04-05 单元  

电话 020-38289069  

电子信箱 rjgfdmb@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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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165,343.15 121,432,328.08 176.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677,702.49 2,669,729.75 374.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996,910.11 693,106.16 1,486.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769,065.82 -18,276,856.62 8.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88 0.0103 373.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88 0.0103 373.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0% 0.49% 增加 1.7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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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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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9,858,542.98 1,016,992,007.85 7.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81,955,443.15 569,591,224.16 2.1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7,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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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82% 61,857,992 0 

质押 0 

标记 0 

冻结 0 

费占军 境内自然人 2.19% 5,678,000 0 

质押 0 

标记 0 

冻结 0 

张长虹 境内自然人 1.07% 2,775,117 0 

质押 0 

标记 0 

冻结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成长先锋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07% 2,771,500 0 

质押 0 

标记 0 

冻结 0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其他 0.96% 2,480,006 0 

质押 0 

标记 0 

冻结 0 

李京 境内自然人 0.92% 2,400,000 0 

质押 0 

标记 0 

冻结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投摩根新兴动力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4% 2,180,424 0 

质押 0 

标记 0 

冻结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投瑞银产业趋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2% 2,120,603 0 

质押 0 

标记 0 

冻结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前海开源公用事业行业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9% 2,054,700 0 

质押 0 

标记 0 

冻结 0 

潘英俊 境内自然人 0.79% 2,050,000 0 

质押 0 

标记 0 

冻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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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张长虹存在关联关系，属

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潘英俊通过信用账户持股 2,050,0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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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内主营业务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 受国家宏观政策和市场需求的影响，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大幅增长，动力电池装机量也大幅增长，行业

景气度持续提高，带动锂电池行业上游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对公司的锂矿采选、锂盐及深加工、锂电设备业务的经营业绩均

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报告期内，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各项经营目标及重点专项任务部署和开展上半

年度工作，在抗疫常态化的情况下，统筹安排疫情防控并稳步推进各子公司生产经营，实现了经营业绩的大幅度增长。报告

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3,516.53万元，同比增加176.01%；利润总额2,067.82万元，同比增加475.04%；净利润1,844.40

万元，同比增加4,810.4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67.77万元，同比增加374.87%。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

108,985.85万元，比上年末增加7.1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58,195.54万元，比上年末增加2.17%。 

报告期内，公司锂矿采选业务于3月19日结束冬歇期，累计完成采剥总量48万吨，剥岩量30万吨，采出原矿量18.58万吨；

选厂累计处理原矿12.37万吨，生产锂精矿2.18万吨。报告期内，公司销售锂精矿（6%品位）1.53万吨，完成销售8,078.55万

元，抵销与联营企业的未实现内部交易利润后，列报锂精矿收入4,066.90万元；公司锂矿采选业务子公司融达锂业实现净利

润643.89万元，同比增加142.54% 。 

报告期内，公司锂盐业务一方面在原材料采购中提高回收料的采购比例，并持续改进生产工艺，使生产成本持续下降；

另一方面积极进行生产工艺技术改造，对生产设备进行了改造和优化，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报告期内，公司锂盐业务进一

步加大了采购渠道和客户开发力度，新增3家供应商、4家新客户。报告期内，公司锂盐业务累计销售2,481吨，实现营业收

入1.73亿元，同比增长349.67%。报告期内，公司锂盐业务子公司长和华锂实现净利润695.06万元，同比增加452.38% 。 

报告期内，公司锂电设备业务满负荷生产，在满足其他客户的需求同时，主要保障战略客户比亚迪的交货需求。报告期

内，公司锂电设备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21亿元，同比增加276.72%。报告期内，公司锂电设备业务子公司东莞德瑞实现净利

润1,089.56万元，同比增加243.05%。 

（二）其他重要事项 

1、关于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事项 

由于公司2018年、2019年连续两年经审计的年度净利润为负值，公司股票交易自 2020年4月22日开市起被实行退市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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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警示。 

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的标准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符

合申请撤销对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报告期内，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撤销对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的申请并获得批准，公司股票交易自2021年3月22日开市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ST 融捷”变更为“融捷股

份”，涨跌幅限制由5%变更为10%。 

2、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事项 

经公司2020年12月11日召开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拟向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裁吕向阳先生非

公开发行股份17,609,391.00股，募集资金33,0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建设250万吨/年锂矿精选项目。本次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审核批准。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协调中介机构推进非公开发行尽职调查等工作；募投项目立项备案已完成，尚未取得环评批复，非

公开发行尚未向中国证监会申报。 

3、关于参股公司成都融捷锂业增资并放弃优先认购权及锂盐厂项目的进展情况 

经公司2020年12月30日召开的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成都融捷锂业拟引进其经营管理团队员工持股平

台进行增资，公司放弃优先认购权。2021年7月，合同交易各方已签署《增资合同》，成都融捷锂业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新的营业执照，注册资本增加至6,250万元。 

报告期内，成都融捷锂业完成工程建设，进入设备调试阶段。一期2万吨/年锂盐项目目前仍在进行设备调试，具体投

产时间视设备调试实际情况而定。 

4、关于调整控股子公司东莞德瑞10%股权转让价格的进展情况 

经公司2020年12月30日召开的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公司将控股子公司东莞德瑞10%股权转让价格

调整为1,000万元。 

报告期内，东莞德瑞已完成股权变更及公司章程备案的工商登记手续，公司于2021年7月22日已收到1,000万元股权转让

款。 

5、关于全资子公司康定天捷建材增资并放弃优先认购权暨转让部分股权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进展情况 

经公司2020年12月30日召开的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因康定天捷建材项目建设筹措资金和经营发展的需

要，拟引进融捷集团现金增资1,000万元，公司同意融捷集团对康定天捷建材增资并放弃优先认购权。同时，公司以1元的价

格向融捷集团转让康定天捷建材增资后33.3333%的股权（该部分股权对应的认缴出资额尚未实缴）。 

报告期内，康定天捷建材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新的营业执照，注册资本增加至6,000万元，公司于2021年3

月25日已收到1元股权转让款。 

6、关于全资子公司康定融捷锂业鸳鸯坝250万吨/年锂矿选矿项目 

项目已于2020年3月取得建设用地，目前已经完成国有建设用地的出让手续、可研报告的编制、项目发改局备案、环境

影响报告书的编制、项目初步设计方案，正在编制水土保持方案，辅助设施已动工建设。环境影响评价已于2021年1月完成

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2021年7月完成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目前受甘孜州康-泸产业集中区总体规划（2021-2035）尚未取

得环评批复影响，项目环评批复尚未取得，主体工程尚未动工建设。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本页无正文，为《融捷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签章页）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吕向阳 

                                                         

2021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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