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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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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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3920481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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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氟多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00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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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相举

原秋玉

办公地址

焦作市中站区焦克路

焦作市中站区焦克路

电话

0391-2956992

0391-2956992

电子信箱

dfdzqb@163.com

dfdzqb@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以信息化为支撑，打造智慧企业、智能制造、智才集聚的“三智工程”，致力于发展化工新材料、动力
锂电池和新能源汽车三大板块业务。
一、主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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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氟化工及新材料
主要产品为无水氟化铝、高分子比冰晶石、六氟磷酸锂及以电子级氢氟酸为主的多酸等。
（1）无水氟化铝、冰晶石
氟化铝、冰晶石等氟化盐作为助熔剂能够有效降低电解铝过程中氧化铝的熔点，从而降低电解温度，增加
导电性能，有利于氧化铝的电解和降低电解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公司无水氟化铝逐步向规模化、精细化发展，
并采用更具环保、节能优势的无水氟化铝生产工艺和氟资源综合利用技术，产品具有主含量高、杂质含量低、
容重大的特点，在电解铝生产过程中，能够有效地调整电解质分子比，降低挥发物的损失，最大限度地减少环
境污染，提高节能减排效果,生产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已形成年产28万吨生产能力。产销量、出口量持续多
年保持行业龙头地位。
2018年6月，公司于中国氟硅有机材料工业协会30周年纪念大会荣获“行业领军企业”；2018年11月，公司于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改革开放40周年行业领袖峰会荣获“勇立潮头榜样企业”。
2018年9月，多氟多作为冶金级氟化盐工作组召集人单位，协办了第十届ISO/TC226(国际标准化组织/原铝
生产用原材料技术委员会)全体会议,来自中国、挪威、瑞士、德国、韩国、伊朗6个ISO成员国的近50余名中外
专家代表参会，在多氟多制定、修订了国际无机氟化工的标准，彰显了公司在全球无机氟化盐行业的影响和地
位。
（2）六氟磷酸锂及以电子级氢氟酸为主的多酸
六氟磷酸锂是锂离子电池的核心材料，锂电池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便携式电子设备、储能、航空航天、
国防工业等领域。
公司“锂离子电池核心材料高纯晶体六氟磷酸锂关键技术开发及产业化”获得2017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
等奖。通过攻克六氟磷酸锂生产技术，多氟多实现了向精细氟化工和电子级氟化工的转型。公司具备年产6000
吨六氟磷酸锂的生产能力，产品供给比亚迪、杉杉股份、新宙邦、天赐等主流电解液生产厂商，并出口韩国、
日本等国家，销量位居世界前列。
以电子级氢氟酸为代表的多酸产品在半导体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毛利率稳步增长。电子级氢氟酸从PPB级
别（10的负9次方），现在做到PPT级别（10的负12次方）。开始向国际知名芯片厂商的国内工厂供货。
2、动力锂离子电池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动力锂电池，主要用于新能源汽车。近年来，公司凭借先进的氟化工技术和氟资源优势，
加快了进军锂离子电池的步伐。
我国动力电池市场发展呈现出乘用车电池配套量增长、高能量密度电池配套增加，行业聚集度进一步提升
的特点。公司根据多年来对锂离子电池材料的技术积累，结合国际主流的三元、锰酸锂和磷酸铁锂为正极材料
技术路线，开发出容量大、功率高、安全性突出、高低温性能优越的软包叠片NCM的三元锂离子电池，具有能
量密度大，充放电快、更安全的优点。目前公司正加强技术研发和市场开拓，力争成为行业领先的动力锂电池
供应商。
报告期内完成多家新能源汽车新客户的项目开发，实现公告数量11个，实现销量3.47亿瓦时。
2018年公司“软包叠片动力锂电池”于首届中国新能源动力电池既储能产业大会上荣获“2018年度中国动力
电池技术创新奖”；被评为“中国动力电池十大品牌”；自主研发科技成果“160Wh/kg电动汽车电池系统的研究与
应用”项目被评价为国内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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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能源汽车
主要产品包括新能源乘用车、新能源物流车等，用于交通运输、共享出行。随着市场竞争加剧、新能源汽
车补贴政策收紧，新能源汽车市场分化更为明显。新能源汽车行业正在从政策驱动向市场驱动、创新驱动转换。
公司通过收购红星汽车打通新能源汽车的全产业链。虽然公司步入新能源汽车整车生产行业的时间较短，
规模较小，市场占有率低，但作为全国第二家整车与电池同步生产制造的企业，拥有自主电池研发及PACK能力，
随着公司探讨与具有优势资源的伙伴合作，并在新能源汽车市场积极布局下，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的优势有望
逐步释放。
二、生产模式
公司采用自主开发或集成创新的核心技术，运用自有生产设备，进行氟化铝、冰晶石、六氟磷酸锂、电子
级氢氟酸、锂离子电池、新能源汽车等产品的生产制造。
三、采购模式
主要原材料、辅助材料均自行采购。
四、产品销售模式
1、国内销售模式：氟化铝、冰晶石、六氟磷酸锂、锂电池以及新能源汽车板块中的纯电动物流车均采用直
接销售给最终用户的销售模式。新能源汽车板块中的纯电动乘用车采用渠道营销。公司计划未来在现有销售渠
道基础上新拓展更多的一级销售网络，并借助一级销售网络下属及新拓展的二级销售网络开展业务。
2、国外销售模式：以直接销售给最终用户为主；同时，为规避业务风险，降低销售成本，公司对于部分地
区的出口业务，采用区域代理销售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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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营业收入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3,912,765,880.16

3,735,845,526.36

4.74%

2,857,032,331.91

65,913,381.62

256,511,976.46

-74.30%

477,764,787.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010,089.95

200,231,044.37

-105.00%

526,341,189.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8,276,136.40

27,954,783.74

1,432.03%

61,074,526.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41

-75.61%

0.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41

-75.61%

0.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6%

9.56%

-7.40%

2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8,158,581,885.04

7,036,044,048.61

15.95%

5,258,368,579.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67,414,630.50

2,821,196,157.68

22.91%

2,608,813,016.7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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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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861,547.80

842,809,551.02

974,600,692.83

1,242,494,088.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6,082,942.49

54,746,043.22

37,679,846.09

-102,595,45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6,725,681.29

45,564,226.21

4,465,183.91

-136,765,181.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395,223.64

-61,771,895.27

258,126,918.26

330,316,33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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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143,287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125,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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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世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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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自然人

12.45%

87,481,960

65,611,470

质押

48,000,700

焦作多氟多实业集 境内非国有
团有限公司
法人

2.89%

20,334,928

20,334,928

质押

20,334,928

北京中证焦桐投资 境内非国有
基金（有限合伙） 法人

1.70%

11,961,722

11,961,722

赣州开发区工业投 境内非国有
资有限公司
法人

1.70%

11,961,722

11,961,722

红土创新基金－银
河证券－深圳市创
其他
新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1.70%

11,961,722

11,961,722

侯红军

1.04%

7,280,640

5,460,480

中证 50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其他
基金

0.85%

5,977,668

0

李凌云

境内自然人

0.83%

5,808,933

4,356,700

高强

境内自然人

0.73%

5,150,000

0

韩世军

境内自然人

0.45%

3,172,755

2,379,566

境内自然人

报告期内，公司前 10 名股东之间，李世江与李凌云系父女关系（长女），李世江与侯红
军系翁婿关系（二女婿），李世江、侯红军、李凌云、韩世军、李云峰系一致行动人。
关于公司一致行动人的变更说明：2019 年 1 月 14 日，侯红军签署《变更协议书》，退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一致行动协议》，侯红军与李世江终止一致行动关系；2019 年 1 月 14 日，公司控股股
说明
东李世江与谷正彦、焦作多氟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分别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新增谷
正彦、焦作多氟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李世江的一致行动人。截止 2019 年 1 月 14 日，
李世江的一致行动人为：焦作多氟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李云峰、李凌云、韩世军、谷
正彦。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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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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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要加快建设创新
型国家。当前，信息网络技术加速创新，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新技
术、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成为“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复苏的新引擎。各主要国家纷纷将发展
数字经济作为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重塑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并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取得的创新成果融
合于实体经济各个领域，围绕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制高点展开积极竞合。公司顺应智能时代潮流，以互联网思维
升华管理理念，让企业文化成为引领发展的灵魂。“集中控服、专业经营、多维管理、互联互通、价值创造、
智慧担当”的管理方针，成为企业未来持续发展的行动纲领，推动智慧企业、智能制造、智才集聚“三智工程”
健康发展。公司以数字化转型促进运营理念转型，打破企业传统固有边界，向潜在客户无限延伸，让客户在产
品的设计、制造、服务等所有环节中参与进来，成为合作伙伴，成为企业持续发展的力量源泉。
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91,276.5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4.7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91.34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74.30%。
主要的经营工作如下：
科学组织氟化盐生产，合理调整采购和销售策略，降本增效成效显著。子公司白银中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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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宁夏盈氟金和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持续稳定，工艺不断优化，产能大幅提升，成为全公司盈利的中坚力量。公
司全年销售氟化盐27万吨，氢氟酸（包括普通氢氟酸和电子级氢氟酸）4.2万吨，稳居全球龙头地位。浙江中宁
硅业有限公司成为多氟多子公司后，依托股份公司力量，围绕提升产能、降低成本、开发市场，采取了一系列
行之有效的措施，实现扭亏为盈，并顺利实施年产300吨四氟化硅提纯、50吨纳米硅粉等项目，成为国内唯一同
时进入半导体、TFT、光伏行业的硅烷生产厂家。2018年5月30日，公司荣获“中国氟硅行业领军企业”称号，
“节能减排关键技术开发及产业化”项目被评为中国氟硅行业科技进步奖。
2018年底，公司具有年产6000吨六氟磷酸锂生产能力，全年产销5440吨，市场份额稳居行业第一名。公司
具有原材料氢氟酸、氟化锂自给自足的产业链优势，具有成本低、质量高的特点，为高端锂盐制造商，产品供
应中日韩高端电解液、锂电池制造企业。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下游市场对六氟磷酸锂的需求也将呈较
快增长趋势，公司将围绕市场需求，不断扩大生产规模，计划2019年底达到10000吨生产能力，并在未来保持行
业龙头地位。
以电子级氢氟酸为代表的多酸产品在半导体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毛利率稳步增长。电子级氢氟酸品质提升，
达到UPSSS级，成功进入半导体市场并出口至韩国，半导体用氢氟酸全年销售同比增长快，市场占有率和行业竞
争力显著提升。2018年9月8日，依据国家和河南省关于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项目竣工验收有关规定，焦作市发
改委会同市工信委组织专家对公司承担的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项目“年产5000吨超净高纯电子级氢氟酸”通过
验收。高端电子级化学品主要市场在半导体行业，具有批量小、高精尖和替代进口的特点，但市场开发周期长，
难度大，需要逐步开拓和培育。
公司2011年涉足动力锂电池的研发和制造，八年多来，一直致力于聚合物软包装动力锂电池的生产，近几
年集中于三元材料动力锂电池的制造，该电池具有能量密度大、充放电效果好、高低温性能稳定，安全性能优
的特点。自2011年以来，公司动力锂电池业务一直以和新大洋知豆汽车协同发展为主，奠定了知豆汽车在国内
A00级乘用车的行业地位。但2018年，知豆汽车遇到了一定的经营困难，企业被迫停产。公司紧急调整用户结构，
凭借卓越的产品性能，下半年基本扭转了市场被动局面，开发了奇瑞、海马、东风等一批汽车新用户。锂电池
制造以子公司多氟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两个智能车间为载体，智能制造标准化体系逐步形成。当前开发低成
本、高能量密度电池体系，评测性能指标优异。受用户调整和市场波动的影响，2018年实现销售3.47亿瓦时，
与上年度基本持平。2019年一季度，行业统计数据显示，多氟多锂电池装机量进入国内前十,软包系列锂电池居
国内第二位。工信部网站公布，2019年1月新公告车型目录中，多氟多电池组能量密度164Wh/Kg,位于第一名。
公司锂电池制造以信息化、智能化为中心，联手青岛兮易、和利时集团、海尔智研院、中国机械第六工业设计
院共同实施总成车间EMS与SCADA系统升级，争取成为动力软包锂电池的行业标杆企业。2018年，公司锂电池积
极开展与加拿大KORE、韩国现代、LG化学等国际一流客户的合作，推动锂电国际化战略布局。
2015年，公司完成对河北红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的并购后，主要投入该企业的研发、技术改造和新项目规
划工作，目前共拥有5款车型，已具备正向研发能力、初步建立了供应链体系、完整的整车试制试验的能力以及
完整的冲压、涂装、焊装、总装四大工艺。2018年，全新AO级平台电动轿车S10项目完成Q8节点评审。通过新车
发布会、建立体验店等方式，不断在业界发声，以提升品牌知名度。2018年6月30日，红星汽车在北京举办红星
汽车品牌战略暨新车上市发布会，红星X2“红星闪闪，耀行未来”以及红星iStar车联网系统首次亮相。红星汽
车的品牌理念为“无龄感年轻态”，发展目标为“依托多氟多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打造国民精致车”。新能
源汽车的发展需要资本和技术的支持，在项目建设、车型研发等方面需要大量的资金，尤其是对于新能源汽车
生产企业，国、地补发放周期长使企业现金流压力巨大。2018年度，公司新能源汽车板块共获得各项地方财政
补贴资金2389万元，退税2400万元，还有相当一部分补贴需要申报条件满足后，进行申报。
2018年，公司“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用超净高纯电子级氢氟酸关键技术开发及产业化”项目荣获河南省科
技进步二等奖，“年产2000吨高性能锂离子电池用新型电解质”项目获国家发改委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专项
资金支持，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6.98亿元，落实“2018年国家退还部分行业增值税留抵税额”政策，完成
公司总部及子公司退税款共计9500万元。
2018年，公司通过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审批，两人通过“2018国务院特殊津贴”审核，第十届氟化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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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TC226国际标委会全体会议在公司圆满召开，增强了多氟多在无机氟化工行业的影响力，扩大了企业国际知
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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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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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91.34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4.30%。公司从审
慎性会计原则出发，对锂电池业务大额应收账款单独计提坏账准备金较大。另外，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一次性终止并回购注销加速计提期权成本7,637.34万元，红星汽车商誉减值1,535.8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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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于2018年3月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具体变更事项
如下：

1、变更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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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7年5月28日起
施行。
2、变更前采用会计政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
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会计准则、后续发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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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变更后会计政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4月28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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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于本准则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
处置组和终止经营，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4、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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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财政部2017年12月2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
的规定，本公司将原列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
产处置收益”，本期利润表中“资产处置收益”减少10,919,202.70元、“营业外收入”减少175,764.80元、“营
业外支出”减少11,094,967.50 元；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调减2016年度“营业外收入”930,117.76元、调
减“营业外支出”76,670,729.82元、调减“资产处置收益”75,740,612.06元。该报表项目列报的调整对公司
2017年及2016年经营成果均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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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于2018年10月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变更事项如下：
1、变更日期：自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根据
上述财会〔2018〕15号文件的要求，公司需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调整，按照该文件规定的一般企业财
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公司的财务报表。
2、变更前采用会计政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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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变更后会计政策：本次变更后，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按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的相关规定执行。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
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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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8】15号）的要求，公司调整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
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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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

称

变更原因

浙江中宁硅业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合并

江苏原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赣州多氟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河南多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山东凌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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