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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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纬锂能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300014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江敏

杨慧艳

办公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区惠风七路 38 号 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区惠风七路 38 号

电话

0752-5751928

0752-2605878

电子信箱

ir@evebattery.com

ir@evebattery.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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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559,759,686.59

3,175,950,832.52

10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94,702,496.25

363,237,649.20

31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425,312,214.25

270,203,866.35

427.50%

334,441,009.01

511,575,250.15

-34.63%

0.79

0.20

295.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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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9

0.20

29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31%

4.71%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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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06,764,442.70

25,700,202,987.26

2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289,197,652.50

14,376,022,480.48

13.3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108,727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持有有限售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条件的股份
股份状态
数量
数量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西藏亿纬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2.04%

607,407,917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11%

96,909,906

0

汇安基金－华能信托·博远惠诚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汇安基金－汇鑫 3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06%

57,996,339

0

刘金成

境内自然人

2.41%

45,659,434 34,244,575

骆锦红

境内自然人

1.28%

24,196,583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科技先锋混合
其他
型证券投资基金

1.14%

21,650,493

0

刘建华

1.03%

19,575,893 14,677,177

汇安基金－华能信托·博远惠诚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汇安基金汇鑫 50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02%

19,376,089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双擎升级混合
其他
型证券投资基金

0.84%

15,926,983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海开源沪港深优
其他
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73%

13,879,225

0

股东名称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境内自然人

质押

32,706,990

上述股东中，刘金成、骆锦红为夫妇关系，且该二人分别各持有公司第
一大股东西藏亿纬控股有限公司 50%股份；汇安基金－华能信托•博远
惠诚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汇安基金－汇鑫 3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和汇
安基金－华能信托•博远惠诚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汇安基金汇鑫 50 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均为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
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股东亿纬控股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47,407,917 股外，还通过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0,000,000 股，实际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合 计 持 有 607,407,917 股 ； 股 东 骆 锦 红 除 通 过 普 通 证 券 账 户 持 有
明（如有）
20,047,410 股外，还通过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 4,149,173 股，实际合计持有 24,196,583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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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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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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
公司始终聚焦于既定发展战略，灵活应对国内外市场的变化，在保证产品链的稳定、保证产品质量和交付的前提下，取
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奋勇前行。同时，公司充分发挥技术和研发优势，洞悉市场，勇于创新，优化和
完善了产品系列，为客户提供更为全面的电源解决方案。另外，公司继续开拓市场，保持与客户、供应商的紧密沟通，采取
多项措施提升成本优势和管理效率，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夯实主营业务发展，实现营业总收入655,975.97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06.54%；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49,470.2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11.49%。其中，消费电池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66,922.55万元，与上年同
期相比增长47.03%，主要原因是：具有市场领先地位的锂原电池竞争优势明显，市场份额稳定；三元圆柱电池产能提升，
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在国内外经济形势持续复苏的背景下，需求不断提升，带动销售额的持续增长。动力电池业务实现营
业收入389,053.42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85.95%，主要原因是应用于乘用车领域的软包三元电池随着新建产能持续释
放，为满足客户需求，电池出货规模增长较大。整体而言，公司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产能稳步扩张，锂电池制造平台初步建
成，充分满足了新老客户多元化的能源解决方案需求。同时，公司的技术、制造、品质等核心能力得到市场和国际、国内一
流客户的高度认可，动力电池业务发展态势良好，特别在乘用车、专用车、储能等业务领域增长迅速。
2、报告期内详细事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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