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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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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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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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192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新华

何成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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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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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38289069

电子信箱

lxgfdmb@163.com

lxgfdmb@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17年，公司的主要业务是新能源材料及光电显示材料领域相关业务，其中，新能源材料业务以锂产业链为主体，主要
包括锂矿采选、锂盐及深加工、锂电材料、锂电设备等业务板块；光电显示材料业务主要包括智能电子书包、柔性电子显示
屏及模组等业务。
（一）新能源材料产业
公司的新能源材料产业以锂产业链为主体，最上游是锂矿资源的采选，中游是锂盐及深加工，下游应用端分化为锂电池
行业、润滑剂、锂金属及合金、其他有机合成等行业，其中锂电池行业又沿着锂电池材料、锂电池及电池控制系统的路径发
展，终端应用为消费类电子产品、移动电动工具、新能源汽车、储能设施等。公司从2009年9月开始进入新能源材料锂行业，
2015年完成产业链四个环节的布局，主要是沿着资源端和锂电的应用路线布局。虽然在2016年公司转让了锂电池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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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在国内仍是既涉及资源端，又涉及应用的布局环节较多的企业。报告期内，公司为加快推进以锂产业链为主体的新能
源材料业务布局，与控股股东共同投资设立成都融捷锂业，完成对长和华锂的股权收购工作，通过增资持有融捷金属20%的
股权。未来，公司仍将依托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和公司在锂产业链的完整布局，充分共享技术传承和协同效应，不断延伸和完
善产业链。
1、锂矿采选业务
2009年9月，公司收购融达锂业51%股权，进入锂矿采选行业。融达锂业经营范围为：开采、选取锂辉石矿；加工和销
售锂精矿、钽铌精矿及锂的深加工产品。2013年1月，公司收购融达锂业剩余49%股权，融达锂业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融达锂业具体从事康定市呷基卡锂辉石矿采选业务，持有康定甲基卡锂辉石矿134号脉采矿权证，储量为2,899.5万吨，
证载开采规模为105万吨/年，开采期限为28年。甲基卡锂辉石矿属大型花岗伟晶岩矿床，矿体厚大、埋藏浅、覆盖层薄，且
局部地表有裸露，适合于采用露天开采。根据矿物组成分析研究结果，134号脉矿石含有锂辉石、绿柱石、钽铌铁矿及锡石
等有用矿物。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钠长石，次为白云母、微斜长石等，可综合回收的伴生元素有铍、钽、铌、锡、铷、铯
等。融达锂业经过爆破—采剥—二次破碎后运到选矿厂的采矿流程，采用磨矿—浮选联合工艺流程为主线的选矿新工艺生产
出锂精矿，该工艺技术为成熟技术，处于大批量生产阶段。锂精矿主要销售给下游锂盐厂，用于锂盐及深加工产品；锂盐产
品的下游客户主要是锂电池材料厂和润滑剂相关生产厂家。
报告期内，融达锂业尚未复产，主要是积极推进复产协调及做好相关准备工作，详细内容请查阅本摘要“三 经营情况
讨论与分析”。
关于锂资源行业格局和发展趋势、公司锂矿采选的行业地位及竞争优势、锂矿采选业务经营情况、锂矿采选相关的会计
政策、矿产勘探情况及资源储量情况、公司锂矿采选业务发展规划和经营计划、公司锂资源业务成所面临的风险等详情请查
阅2017年度报告全文之“第三节 公司业务概要”之“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之“（一）新能源材料产业”之“1、
锂矿采选业务”。
2、锂盐及深加工业务
锂盐及深加工业务位于锂产业链中游，锂盐产品主要包括碳酸锂和氢氧化锂，锂盐产品的下游客户主要是锂电池材料厂
和润滑剂相关生产厂家，上游部分受锂矿采选业务的影响。公司原规划的2.2万吨锂盐项目，对应消耗上游锂精矿约16万吨，
为公司锂矿扩产的配套项目。但公司上游锂矿采选因故一直未能复工复产，导致与之配套的锂盐项目尚不具备建设条件。
在矿山停工停产期间，正是新能源锂产业加速发展的阶段，锂精矿、锂盐等锂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目前仍稳定在相对高
位，行业内其他涉及锂矿采选、锂盐加工、锂电池材料等锂产业链上的上市公司均从中受益。
在此背景下，2017年公司加快了以锂产业链为主体的新能源材料产业布局，在锂盐环节持续布局。一是利用融捷投资与
邛崃市政府签订了“融捷新能源汽车电池产业园项目”投资协议的有利时机，参与其中的锂盐及深加工项目投资。二是通过
并购控制了长和华锂80%的股权，补齐了公司锂产业中缺少成熟锂盐加工厂的短板。
关于融捷锂业和长和华锂详情请查阅2017年度报告全文之“第三节 公司业务概要”之“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
业务”之“（一）新能源材料产业”之“2、锂盐及深加工业务”。
3、锂电材料业务
钴系锂电池正极材料和新能源汽车锂动力电池的前驱体，广泛应用于电池材料、磁性材料、高温合金、硬质合金和色釉
材料等领域，随着锂电新能源动力电池对钴的需求快速增长，以及下游其他产品对钴需求的持续拉动，钴金属价格延续了自
2016下半年以来持续上涨，目前仍维持在相对高位。
2017年，公司为加快推进以锂产业链为主体的新能源材料产业布局，通过增资持有融捷金属20%的股权，融捷金属成为
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由此介入锂电材料领域。融捷金属成立于2007年，主要从事开发、生产及销售钴、镍、铜、锂等有色
产品，处于公司新能源材料产业链规划中端，其主要产品四氧化三钴主要用于锂电池正极材料、磁性材料，是新能源汽车的
锂动力电池的前驱体，目前其产品有常规型号、细颗粒和大颗粒，符合下游市场的不同需求，极具竞争优势。融捷金属目前
拥有年产700吨钴系主产品（按钴金属量计）的产能，并正积极推进年产3,000吨（按钴金属量计）锂电正极材料二期建设项
目。公司增资融捷金属是对公司现有新能源材料产业链的延伸，其主要产品符合公司战略布局和发展规划，有助于公司新能
源材料产业链的完善和提升。
4、锂电设备业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东莞德瑞为新能源锂电设备生产装备业务平台。东莞德瑞成立于2011年1月28日，经过六年多的发展，
目前已成为一家集新能源锂电设备研发、生产及提供解决方案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其主要产品包括消费锂电池生产线和动
力锂电池生产线上偏后端和装配段的非标定制设备，如全自动化成机、注液机、卷绕机、包装机、抽气机、干燥机、自动上
下夹具机、分组机等。
东莞德瑞成立以来成长迅速，其设计的自动化设备的自动化程度、速度、柔性度等方面都处于国内一流。在全自动化成
系统方面，东莞德瑞已经开发了两代产品，且其具备锂电池工厂规划、工艺规划、整线规划设计的能力，在国内锂电池设备
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
报告期内，东莞德瑞持续投入研发，并调整了产品结构，致力于开发动力锂电池设备新客户，不仅陆续改善单一客户的
局面，而且首次在动力锂电设备的销售收入超过消费锂电设备的销售收入。
综上，公司新能源材料产业包括上游锂矿采选、中游锂盐及深加工以及锂电池材料、下游锂电设备。2017年度，公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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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锂盐加工厂、与控股股东共同新建锂盐厂、增资锂电池材料企业等方式，加快了以锂产业链为主体的新能源材料业务布局，
逐步形成了产业链协同优势。
（二）光电显示材料产业
光电显示材料产业主要包括智能电子书包、柔性电子显示屏及模组等。2015年4月，公司开始涉足智慧科技电子书包领
域；2016年9月，公司进入柔性电子显示屏及模组业务领域，控股子公司芜湖融捷光电主要负责柔性电子显示屏及模组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
1、智能电子书包业务
智能电子书包属于国家数字化教育的一部分，通过教育系统面对广大的中小学校推广，终端使用者是全国在校的中小学
生。智能电子书包目前还处于推广应用阶段，行业周期属于初步成长期。智能电子书包从材料到应用是个系统工程，包括基
础材料、部件集成、内容、平台、市场等各方面，必须各方面都解决才能实际投入应用。智能电子书包上游属于材料和设备
制造行业，下游属于教育和信息技术行业，在技术、团队、市场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上下游无法共享。
纵观目前市场上销售的所谓电子书包产品，要么是简易的平板笔记本电脑，要么是电子阅读器，理想的产品是使用彩色
电子墨水显示技术的平板笔记本电脑。目前理想的电子墨水屏还不是太多，主要的问题是刷新率和灰度级偏低，彩色的电子
墨水屏色彩数偏低，还无法应用；另外，由于电子墨水屏非常薄，没有像通常的tft、lcd那么耐压。后续电子墨水屏要在柔
性、彩色化等方面进一步提升性能，满足终端产品的需求。
2015年4月，公司投资设立融捷方舟，作为公司智能电子书包业务平台，开始涉足智慧科技领域。报告期内，融捷方舟
电子书包筹建任务因上游供应不足以及产业规划的因素，公司调慢了建设进度，主要是集中精力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技术
的提升。
2、柔性电子显示屏及模组业务
柔性电子显示屏及模组属于电子书包的上游，主要包括显示材料、柔性基板以及显示技术三个方面。柔性电子显示材
料采用电子墨水（E-ink）显示，不伤眼睛、耗电低；基板采用柔性TFT基板，可弯曲、防摔；显示技术为彩色显示技术，是
全球领先的显示技术。
为延伸电子书包产业链，保障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2016年12月公司购买了芜湖融捷光电50%的股权，融捷光电主要
从事柔性电子显示屏及模组的研发、生产、销售，其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书包、智能卡、电子阅读器、低功耗可穿戴设备、
智能电子标签上。
报告期内，融捷光电主要进行项目建设，已完成项目一期厂房和宿舍楼的基础建设及相关配套工程的建设。报告期内，
公司智能电子书包和柔性电子屏及模组项目尚未投产，公司主要是利用自身的原材料采购渠道优势采购上游柔性电子显示屏
及模组，销售给下游有需求的终端设备厂家。
在光电显示材料产业领域，公司及控股股东和关联方已经完成了产业链相关的一些布局，公司主要是从事基础材料的
生产及集成。光电显示材料的一个应用端就是智能电子书包，其产品定位为柔性TFT基板和彩色电子墨水显示，可弯曲、防
摔，不伤眼睛、耗电低，无论是产品还是技术都属于领先地位。
（三）投资贸易业务
公司积极利用上市公司和股东的平台优势及协同作用，视情况开展投融资、贸易等业务，为改善基本面、提升公司整体
经营效益做好准备。报告期内，公司照明投资业务正常开展工作，取得一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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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 年

2017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279,081,923.51

247,764,114.01

247,764,114.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181,047.66

5,305,445.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29,982,491.61

-2,816,287.01

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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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

2015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12.64%

232,451,228.88

232,451,228.88

5,305,445.58

581.96%

5,829,244.23

5,829,244.23

-2,816,287.01

1,164.61%

3,588,327.30

3,588,3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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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410,996.25

-288,309.70

-288,309.70

7,179.54%

56,071,064.38

56,071,064.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93

0.0200

0.0200

596.50%

0.0240

0.02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93

0.0200

0.0200

596.50%

0.0240

0.02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1%

0.73%

0.73%

增加 4.08 个
百分点

1.08%

1.08%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1,077,936,628.73

913,005,473.82

913,005,473.82

18.06%

957,258,99
2.58

957,258,992.58

769,568,781.79

733,938,968.55

733,938,968.55

4.85%

728,847,83
1.85

728,847,831.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财政部分别于 2016 年 12 月 3 日、2017 年 4 月 28 日、2017 年 5 月 10 日颁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
（财会[2016]22 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财会[2017]13 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政府补助》（财会[2017]15 号），要求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或调整。
2017 年 8 月 25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财政部颁布
或修订的准则及规定，对相应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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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13,784.90

45,957,473.53

74,466,714.59

110,443,95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6,330.90

321,002.63

1,079,036.85

34,474,677.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68,423.53

-2,825,688.60

723,357.48

32,753,246.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070,896.46

9,643,149.48

-3,960,881.36

25,799,62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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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6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6,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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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柯荣卿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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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国有法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23.65%

61,409,992

61,259,842

5.64%

14,657,050

0

3.23%

8,381,700

0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质押

0

冻结

0

质押

0

冻结

0

质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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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培荣

宁德万和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
添富移动互联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
顺长城资源垄断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其他

张长虹

境内自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
城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其他

1.89%

4,907,400

0

1.56%

4,050,000

4,050,000

1.26%

3,279,594

0

1.10%

2,867,420

0

1.07%

1.01%

0.95%

2,775,117

2,632,904

2,479,218

2,775,117

0

0

冻结

0

质押

0

冻结

0

质押

4,050,000

冻结

0

质押

0

冻结

0

质押

0

冻结

0

质押

0

冻结

0

质押

0

冻结

0

质押

0

冻结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柯荣卿、黄培荣互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一
致行动人；融捷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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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培荣通过信用账户持股 1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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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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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固体矿产资源业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从事固体矿产资源相关业务》的披露要求
（一）总体经营情况回顾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布局新材料与新能源产业，开创公司发展新格局”的经营方针开展工作，充分利用行业发展的良
好势头，按照年初制定的目标和计划，积极推进锂矿复工复产及相关准备工作，积极拓展锂电池自动化装备业务，不断完善
和提升产业布局。
报告期内，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的需要，为加快推进以锂产业链为主体的新能源材料业务布局，公司与控股股
东融捷投资共同投资设立成都融捷锂业，控制长和华锂80%的股权，增资持有融捷金属20%的股权，进一步完善了公司在新
能源材料产业链的战略规划和发展布局。
另外，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光电显示材料产业发展，柔性电子显示屏及模组项目仍在进行基建工作，上市公司利用自
身的原材料采购渠道优势积极开展柔性电子显示屏及模组的贸易业务，取得了一定成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79,081,923.51元，同比增加12.64%；利润总额50,064,280.06元，同比增加255.12%；净利
润44,865,010.09元，同比增加188.5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6,181,047.66元，同比增加581.96%。同时，报告期末
公司资产总额1,077,936,628.73元，比上年末增加18.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769,568,781.79元，比上年末增加
4.85%。
报告期内利润数据大幅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1）报告期内公司将库存锂精矿委托加工成碳酸锂销售，增加了公司的利润
来源；
（2）报告期内公司增资持有合肥融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20%的股权，增加了公司的投资收益；
（3）报告期内公司控制
了四川长和华锂科技有限公司80%的股权，并将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二）分行业经营情况回顾
1、新能源材料产业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2017年修订）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从事固体矿产资产相关业务》的有关规定，公司全资子公司融达锂业从事
固体锂辉石矿采选业务，该业务可能对公司业绩或股票价格产生较大的影响，需按照该指引的要求披露相关信息，详细信息
内容见“第三节 公司业务概要”之“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之“（一）新能源材料产业”之“1、锂矿采选业
务”。
（1）锂矿采选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协调各方关系，努力推进锂矿复工复产工作，但基于相关原因，融达锂业未能顺利恢复生产。目前
公司尚未收到当地政府关于融达锂业复工复产的明确意见，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报告期内，融达锂业还完成了矿山道路部分路段的修复、完成了尾矿库排水涵洞的检修及尾矿库提升的相关工作；在研
发方面，融达锂业投入人力对中性浮选及尾水回用持续进行试验和研究；在105万吨/年采矿场要件更新方面，融达锂业完成
了露天采矿安全设施设计及评审，并取得了四川省安监局的批复；完成了地下水环境影响专题报告编制委托合同及环境质量
现状监测合同签订，完成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项目环评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中。另外，还对矿山电力供应线路进行
了检修和升级改造。
同时，融达锂业基于自身实际和经营发展的需要，对库存锂精矿进行处置，经委托加工成碳酸锂后进行销售，为公司带
来较大业绩贡献。公司还利用控股股东的产业资源优势，协助融达锂业完成锂钴原料的采购和委托加工成四氧化三钴进行销
售，增加了新的利润来源。报告期内，融达锂业实现营业收入为5,742.43万元，同比增长12,781.18%。
（2）锂盐及深加工业务
锂盐及深加工业务原设计产能为2.2万吨锂盐，对应消耗上游自有矿山锂精矿约16万吨；但因公司上游锂矿采选一直未
能复工复产的原因，直接导致与之配套的锂盐项目一直未有实质性进展。报告期内，因公司上游矿山未能复工复产，公司原
规划的2.2万吨锂盐项目尚不具备建设条件。
报告期内，公司为加快推进以锂产业链为主体的新能源材料业务布局，公司控制了锂盐生产企业长和华锂80%的股权；
同时，公司还与控股股东融捷投资共同投资成立了成都融捷锂业，继续布局锂盐环节，进一步完善产业布局和增强了竞争优
势。
报告期内，长和华锂面临原料来源紧缺，一方面通过受托加工电池级碳酸锂获取加工费收入，一方面购买盐湖粗制锂盐
和电池回收碳酸锂废料自行加工和销售电池级碳酸锂。报告期内，公司合并长和华锂营业收入7,796.61万元。
（3）锂电池设备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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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东莞德瑞调整产品结构，逐步转型为大力开发动力锂电设备客户，动力电池类设备销售收入相比上一年增加
约101%；在东莞德瑞消费类电池设备和动力电池设备的销售收入比较中，动力电池设备收入占约60%。
报告期内，东莞德瑞新增客户12家，逐步克服了单一大客户的局面，主打产品为化成机、注液机、抽气机、干燥线等。
另外，东莞德瑞持续在研发方面进行投入，在装配方面建立了机械电气装配标准化，开发出新一代干燥线并建立了干燥实验
室，建立工程技术中心并获得东莞市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认定等。
报告期内，因调整产品结构大力开发动力锂电设备市场，而减少了消费锂电的销售，导致收入减少；同时，东莞德瑞对
产品进行升级导致成本上升，以及因拓展渠道扩大销售区域，售后服务人工成本增加，导致报告期整体成本上升，利润减少。
报告期内，东莞德瑞实现营业收入11,527.80万元，实现净利润2,039.73万元，同比分别减少38.31%、38.99%。
（4）锂电材料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为了完善和提升新能源材料产业链，根据公司战略布局和发展规划通过增资持有融捷金属20%的股权，
融捷金属成为公司参股公司，进一步完善产业布局和增强了竞争优势。
融捷金属主营四氧化三钴的生产和销售，与公司现有新能源材料业务板块形成有效的补充并能发挥产业联动效应。截至
报告期末，公司确认投资收益336.11万元。
2、光电显示材料产业
报告期内，公司智能电子书包和柔性电子显示屏及模组项目仍在进行基建，尚未投产。柔性电子显示屏项目已完成项目
一期厂房和宿舍楼的基础建设及相关配套工程的建设。公司主要是利用自身的原材料采购渠道优势采购上游柔性电子显示屏
及模组，销售给下游有需求的终端设备厂家，实现营业收入2,762.31万元，同比增长2,106.08%。
3、投资贸易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照明投资业务正常开展工作，照明投资业务实现营业收入79.0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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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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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916,068.36

43,015,989.31

39.49%

100.00%

100.00%

39.49%

动力电池设备销售

68,316,429.92

31,368,062.79

45.92%

101.37%

303.85%

23.02%

消费类电池设备销售

45,135,477.44

20,222,975.67

44.81%

-69.17%

-65.97%

4.22%

产品名称
锂盐产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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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增长581.96%，主要是本年子公司融达锂业将库存锂精
矿委托加工成碳酸锂销售以及新增合并子公司长和华锂为公司带来了锂盐加工与销售相关利润来源。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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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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财会[2016]22号）、
《企
财政部分别于2016年12月3日、2017年4月28日、2017年5月10日颁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
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财会[2017]13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
补助》（财会[2017]15号），要求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或调整。
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会计处理按照财政部《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
（财会[2016]22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财会[2017]13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
（财会[2017]15号）
执行。其余未变更部分，仍采用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
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 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涉及《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相关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公司自2016年5月1日起已按《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执行，2016年度财务报表也是按变更后的该项
会计政策编制。
（1）在“应交税费”科目下新增“待抵扣进项税额”、
“待认证进项税额” 明细核算科目，期末根据“应交税费”科目
下的明细科目借方余额情况，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其他流动资产”项目列示；
（2）“营业税金及附加”核算科目名称变更为“税金及附加”。
2、涉及《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相关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该变更从2017年6月12日起执行。根据新准则
要求自2017年1月1日起，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核算并列报于新增利润表项“其他收益”项目，不再于“营业
外收入”科目核算与列报。
3、涉及《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相关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该变更从
2017年5月28日起执行。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该项准则涉及的业务事项。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除上述列报科目变更外无其他重大影响，不涉及以往年度的追溯调整，上述调整对当期及前期列报的
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产生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经公司2017年8月2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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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4月公司购买长和华锂42%股权，2017年5月长和华锂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根据企业会计准则，2017年5月31日起
长和华锂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吕向阳
2018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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