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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锋锂业第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逾五倍

●本报记者 张军

10月26日晚，赣锋锂业发布三季报。 公

司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9.89亿元， 同比

增长98.50%；归母净利润为10.56亿元，同比

增长506.99%。

产品量价齐升

三季报显示，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

入70.54亿元，同比增长81.19%；实现归母净

利润24.73亿元，同比增长648.24%。

对于业绩增长的原因， 赣锋锂业提到，

产品产销量同比增长， 且销售均价同比上

涨；公司持有的金融资产产生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导致公司非经常性收益同比增长。

光大证券王招华团队认为，目前公司每

年的电池级碳酸锂产能为4.3万吨， 电池级

氢氧化锂产能为8.1万吨， 金属锂产能为

2000吨。 赣锋锂业计划2025年或之前形成

总计年产不低于20万吨的LCE锂产品供应

能力， 远期将形成不低于60万吨/年LCE锂

产品供应能力。鉴于公司未来锂盐产品的量

价提升，上调盈利预测。

前十大流通股东方面， 三季报显示，香

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增持约1644万股，新进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能源革

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汇添富中证新能源汽车产业指

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LOF）、全国社

保基金四一四组合， 分别持股约873万股、

600万股、586万股。

下游需求向好

赣锋锂业在分析营业收入同比大增原

因时提到“锂盐产品量价齐升” 。 而颇受行

业关注的澳洲主力锂矿公司Pilbara第三次

锂辉石精矿拍卖结果于10月26日出炉，最终

价格为2350美元/吨，加上65美元/吨运费为

2415美元/吨。

机构测算，若以本次锂辉石精矿的拍卖

价格推算，碳酸锂的生产成本将达到16.7万

元/吨。 国泰君安表示，本次拍卖价格再次超

过上次最高价，远超2016年、2017年高点锂

矿价格。 看好锂价后续进一步抬升，利好拥

有锂矿资源的标的。

上海钢联数据显示，10月26日， 碳酸锂

价格上涨2000元/吨，氢氧化锂上涨1000元

/吨至2000元/吨。 上海有色网数据显示，

10月26日，电池级碳酸锂均价报19.25万元/

吨，电池级氢氧化锂均价报18.5万元/吨。

锂价持续攀升带动相关公司业绩向

好。 另一家锂产业公司天齐锂业前三季度

归母净利润预计为42000万元至62000万

元，同比增长138.07%至156.20%。 天齐锂

业表示，受益于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景气

度提升， 锂离子电池厂商加速产能扩张，

下游正极材料订单回暖， 公司主要锂化

合物产品销量和销售均价均较上年同期

增长。

从下游市场看，中汽协日前发布的数据

显示，9月新能源汽车销量35.7万辆，创历史

新高，同比增长148.4%，环比增长11.4%。

14家光伏产业公司

前三季净利同比增长

●本报记者 刘杨

截至10月26日收盘， 根据Wind数据，A股光伏概念

板块18家公司披露了三季报。 其中，14家公司实现前三

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占比约

78%。 需求增长、产品供不应求，或通过技术创新及构建

良好的供应链合作关系， 成为相关公司盈利能力提升的

重要因素。

硅料价格上涨明显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100%

的公司有8家，分别是德力股份、金晶科技、银星能源、上

机数控、金博股份、中环股份、晶瑞电材及福莱特。 不过，

光伏组件龙头东方日升、 爱旭股份及爱康科技前三季度

归母净利润为负。

10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1年前三季度全国光

伏发电建设运行情况。 前三季度新增并网容量2555.6万

千瓦， 截至2021年9月底累计并网容量27782.6万千瓦。

2021年9月新纳入国家财政补贴规模户用光伏项目总装

机容量为214.23万千瓦。 截至2021年9月底，全国累计纳

入2021年国家财政补贴规模户用光伏项目装机容量为

1167.59万千瓦，同比增长逾121%，超过去年全年规模。

目前，我国正在加快规划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基地，上

游硅料供不应求，原材料价格大涨。 特别是10月下旬以

来，硅料价格上涨明显。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

数据显示，上周（10月18日-22日）单晶复投料成交均价

为27.07万元/吨，环比上涨0.3%，单晶致密料成交均价为

26.87万元/吨，环比上涨0.26%，为近十年来高点。

上游企业盈利改善

硅材料紧缺，价格持续上涨，光伏产业链上游企业盈

利持续改善。

前三季度，硅料龙头通威股份实现营收467.00亿元，

同比增长47.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9.45亿元，同比增长78.38%。 其中，公司7-9月实现营业

收入201.38亿元，同比增长55.6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29.79亿元，同比增长28.29%。

对于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增长的原因，公司称，经营规

模扩大、产品价格提升是主要因素。 前三季度，公司高纯

晶硅业务受益于下游需求增长，产品供不应求，市场价格

同比大幅提升。公司产能持续满负荷运行，产销量同比提

升，盈利能力同比增强。

硅片龙头中环股份前三季度实现营收290.9亿元，同

比增长117.5%；实现前三季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27.6亿元，同比增长226.3%。 中环股份表示，通过技

术进步，公司前三季度单位产品硅料消耗率进一步降低，

硅片A品率大幅提升，较大程度保障了公司盈利能力。

展望全年，公司将根据半导体、光伏市场及产业发展

趋势， 结合G12产品技术和叠瓦产品技术优势及产业化

进程，围绕经营目标，抓住行业发展机遇，加速抢占技术

红利，保持公司业绩强劲增长。

中下游利润被侵蚀

受全球疫情、能耗双控限电政策以及硅料供应紧张等因

素影响，前三季光伏中下游的电池和组件企业利润被大幅压

缩。 以东方日升为例，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收129.88亿元，同

比增长19.93%；归母净利润为3.54亿元，同比下滑45.33%；扣

非后归母净利润亏损2.3亿元，同比下滑165.59%。

业绩下滑与硅料价格关系密切。 东方日升第三季度营

业成本同比上升39.89%，主要原因是销售规模扩大成本相

应增加、主要原辅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导致单位成本增加。

爱康科技专注光伏电力投资运营。 公司前三季度营

收为24.34亿元，同比减少16.7%；归母净利润为1192.92

万元，同比减少1105.97%。 公司在三季报中表示，报告期

内，铜、铝、钢等大宗商品及硅片、电池片价格均大幅上

涨，公司制造业产品原材料采购价格大幅上涨，致产品毛

利下降。同时，公司新投建高效电池项目处于产能爬坡阶

段，项目投建、运营、人员储备等均需持续资金投入，影响

了公司损益。

爱旭股份前三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4582.52万

元，同比下降112.25%，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为-16329.

74万元，同比下降163.30%。 公司表示，前三季公司主

要原材料硅片价格总体保持上涨态势， 虽然电池片价

格亦有所上涨但涨幅不及硅片价格涨幅， 导致公司利

润有所下降。

东方水利董事长陈启春：

深耕水利水电绿色智能装备行业

“公司研发水域机器人等创新产

品是为了解决水电站的一些切身痛点，

将漂浮垃圾的拦截和打捞从被动变

为主动。 ”东方水利董事长陈启春告

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公司自主研发的

水域机器人平时处于自主巡航状态，

特定条件下对驾驶舱权限解锁后，可

以人工优先远程对其进行操控。

作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东

方水利长期深耕水利水电绿色智能装

备行业，经过十几年的稳步发展，已为

国内外数百个水利水电工程项目提供

了产品和服务， 并跻身于我国水利机

械装备行业头部企业之列。 公司全国

首创的“河宝” H系列水域机器人，实

现了水域治理无人化和智能化， 产品

已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三峡集团乌

东德水电站、 白鹤滩水电站等国家重

大水利水电工程中推广应用， 市场反

馈良好。

●本报记者 康曦

首创水域机器人

在金沙江上的乌东德水电站， 东方水

利的“河宝” H1型水上清污机器人正在坝

前水面自主巡航， 寻找水上垃圾并自动识

别，一旦确认就执行收集、打捞、切断、破

碎、压缩、传输、转运等动作，对垃圾进行处

理。陈启春介绍，水上清污机器人能够通过

图像识别系统自主搜寻、识别水面垃圾，并

对垃圾精准定位与追踪，可进行路径规划，

GNSS自动导航，自动完成对垃圾的搜集处

理，满载后自动返航，实现水面垃圾打捞作

业的无人化和智能化。

东方水利2013年启动水域机器人的研

发工作，2016年生产出第一批样机。 2017

年12月， 水利部组织专家组对水上清污机

器人进行了新产品鉴定， 认定新产品属于

全国首创，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2019年

10月，公司正式发布“河宝” H系列水上清

污机器人。2021年5月，发布“河宝”水面保

洁机器人、水域巡逻机器人、鱼类保护机器

人、泳池监测机器人等新产品。

随着产品线的不断丰富， 东方水利以

水域机器人等智能装备为抓手， 逐步探索

“产品+服务” 的商业模式，向客户提供水

面漂浮污物整体解决方案。

基于对这种商业模式的探索， 东方水

利的水域机器人现阶段并不对外出售。 陈

启春表示，“水域机器人既然是首创类新产

品，量产前会存在一些意想不到的缺陷，需

要在实际应用中去发现和完善。 如果此时

就将产品卖给客户，一旦产品出现问题，不

利于后续的市场开拓。 ”

同时， 东方水利在不断延伸产品应用

范围。 陈启春认为，“这类解决特定行业痛

点的特种机器人， 须依托人工智能、 物联

网、 大数据、 云计算、5G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其基础技术架构的支撑点是数据。如果

产品卖出去了，数据就很难属于我们，也没

法更好地对产品进行升级迭代。 ”

从商业模式看，“卖产品是一锤子买卖，

而做服务却是长期的。 ”陈启春说，“向客户

提供漂浮污物整体解决方案， 可以根据水域

垃圾的种类、数量等实际情况，量身投放水域

机器人的种类和数量，避免资源浪费等。机器

人出现问题也能及时得到运维服务， 客户更

加省心省事。 长远看，‘产品+服务’的模式

有利于机器人产品的市场拓展。 ”

今年上半年，公司漂浮污物治理服务类

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18.5%， 同比增长

1179.15%。公司水域机器人推广应用取得较

为明显的成效，清污服务合同收入大幅增长。

解决客户痛点

根植东方电工高质量制造的国企基

因，东方水利在创业之初就坚持往高质量、

精细化方向发展。

“水利水电工程建成蓄水后，库区的杂

草、生活垃圾等污物通常会在水面漂浮，随

波逐流并积聚成片， 严重影响库区的生态

环境和工程效益。于是，我们积极探索将漂

浮垃圾的拦截从被动变为主动， 在距离进

水口几百米或一两公里的适当位置设置拦

污导漂装置， 以保证进水口区域的水面清

洁，从而减少漂浮垃圾对机组的影响。 ”陈

启春说，“拦污导漂装置也成为公司的第一

个发明专利。现在，各种型式的拦污导漂装

置被研发出来，成为公司的主导产品。 ”

提供方案解决客户痛点是东方水利坚

持的创新方向。“2013年7月，我们为雅砻江

官地水电站设置的拦污导漂装置因为垃圾

来量太大，没有得到及时清理，装置受力超

过了设计载荷被垃圾压翻。 ” 陈启春回忆，

“大量的漂浮垃圾过去全靠人工打捞，效率

低，作业环境恶劣，工人辛苦且不安全，因此

我们产生了研发水上清污机器人解决这个

痛点的想法。 经过细致的调研发现，市场需

求巨大，也没有专业公司介入，于是公司决

定研发水上清污机器人新产品。 ”

东方水利研发的水域机器人解决了

江河、湖泊、水库、水电站等水域漂浮垃圾

的智能化治理问题，同时具有水文水质实

时监测、水域巡逻、应急救援、鱼类生态监

测和保护等功能，从而达到对水域环境综

合治理目的。 陈启春说：“随着江河、湖泊

生态环境治理日益受到重视，预期未来水

利环保智能装备和服务领域将迎来广阔

市场。 ”

推进智能化发展

东方水利大力推进向智能化方向发

展。 为了开展好研发工作，东方水利在德阳

和成都分别设立了研发中心， 建立了院士

专家工作站、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目前已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技术三百余项。

东方水利今年被认定为工信部第三批

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而去年公司已被

授予“2020年四川省行业‘小巨人’ 企业”

称号。 陈启春表示，“这有利于提高公司的

行业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 对公司业务发

展和形象提升产生积极影响。 ”

今年2月，公司向四川证监局报送了向

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

层挂牌的辅导备案材料， 目前尚处于精选

层挂牌的辅导阶段。

目前， 东方水利已在新三板挂牌6年。

陈启春说，“在新三板挂牌是公司根据实际

情况和战略规划综合考量后的决策结果。

在新三板挂牌以来，公司结合发展需求，通

过发行股份扩展了公司的融资渠道， 实现

了核心员工的持股计划， 增强了公司的竞

争力。 同时，提升了公司治理水平，强化了

规范运作意识，提升了品牌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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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项目合作协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0月18日召开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项目合作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浙江省东阳经济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了《铝电解电容器项目合作协议》，在东阳经济开发区投资建设铝电解电容

器、超级电容器生产基地，并将在东阳市注册成立全资子公司作为项目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10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发布的《东阳光关于签署项目合作

协议的公告》(临2021-72号)。

近日，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完成上述项目公司的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浙江省东

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浙江东阳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六石街道甘溪东街888号经济开发区管委会404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3MA7BQ2P570

法定代表人：吕文进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成立日期：2021年10月25日

营业期限：2021年10月25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容器及其配套设

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电容器及其配套设备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后续公司将根据本次项目合作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以及指定网站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上述媒体或网站刊登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

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27日

股票代码：601886� � � � � � � � � � �股票简称：江河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1-041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进行股份质押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北京江河源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江河源”或“大股东” ）持有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下称“公司” ）股份约31,564.5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35%，为公司第一大股

东。江河源质押其持有公司的1,600万股股份，为其控股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质押担保。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江河源持有的公司股份已累计质押（含本次）12,966万股，已累计质押

股份数量约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41.08%，占公司总股本的11.24%。

公司近日接到公司大股东江河源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办理的股份质押

担保业务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 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

股数

（

万

股

）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江河源 否

1,600

否 否

2021

年

10

月

22

日

2022

年

10

月

22

日

南京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

分行

5.07% 1.39%

为控股子

公司银行

授信提供

担保

经与大股东了解，本次股份质押主要用于江河源为其控股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

担保，不存在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等情况。

二、江河源及其一致行动人整体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江河源及其一致行动人刘载望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

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累

计质押数量

（

万股

）

本次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

（

万股

）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江河源

31,564.52 27.35% 11,366.00 12,966.00 41.08% 11.24% 0 0 0 0

刘载望

28,930.79 25.07% 11,897.20 11,897.20 41.12% 10.31% 0 0 0 0

合计

60,495.31 52.42% 23,263.20 24,863.20 41.10% 21.55% 0 0 0 0

特此公告。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26日

证券代码：600775� � � � �证券简称：南京熊猫 公告编号：临2021-038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于2021年10月26日以接纳书面议案形式召开第十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现有周贵祥

先生、李韧之先生、沈见龙先生、邓伟明先生、夏德传先生、李长江先生、戴克勤先生、熊焰韧

女士、朱维驯先生九名董事。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已将《关于变更公司注

册地址并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派发给全体董事，并且签字同意的董事已达

到做出决定所需的法定人数，因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发展实际需要，公司拟将

注册地址由“南京市玄武区中山东路301号1701室” 变更为“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天路7

号” ，变更后的注册地址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

本次变更公司注册地址，涉及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具体修改情况如下：

序号 原章程条款 修改后章程条款

1

第三条公司住所

：

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

南京市玄武区中山东路

301

号

1701

室

第三条公司住所

：

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

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天路

7

号

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处理注册地址变更和修改《公司章程》相应

条款的具体事宜。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26日

报备文件：

●南京熊猫第十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00252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2021-118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实施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216号”文核准，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1月6日公开发行了882.5057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

元，发行总额88,250.57万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深证上[2017]765号” 文

同意，公司88,250.57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2017年12月4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时

达转债” ，债券代码“128018” 。 其中：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纪德法先生及实际控制人刘丽萍

女士、纪翌女士共计配售时达转债1,845,714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20.91%。

截至2021年9月14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纪德法先生及实际控制人刘丽萍女士、纪翌

女士已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出售其所持有的时达转债合计1,265,761张，占发行总量的14.34%。减

持后，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纪德法先生及实际控制人刘丽萍女士、 纪翌女士持有时达转债

579,953张，占发行总量的6.57%。

2021年10月26日，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纪德法先生及实际控制人刘丽萍女士

通知， 纪德法先生及刘丽萍女士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将其所合计持有的579,953张时

达转债全部实施转股，转股价格为7.36元/股，共获得股数7,879,795股。 本次转股后，公司控股股

东、 实际控制人纪德法先生及实际控制人刘丽萍女士、 纪翌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数193,889,698

股，占2021年10月25日总股本的比例为29.55%。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实施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前后持股明细如下：

序号 姓名 转股前持股数

（

股

）

占转股前

2021

年

10

月

20

日总股本比例

（%）

转股后持股数

（

股

）

转股后占

2021

年

10

月

25

日总股本

比例

（%）

1

纪德法

110,915,804 17.23 118,608,263 18.08

2

刘丽萍

39,221,160 6.09 39,408,496 6.01

3

纪翌

35,872,939 5.57 35,872,939 5.47

合计

186,009,903 28.90 193,889,698 29.55

本次转股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纪德法先生及实际控制人刘丽萍女士、纪翌女士将不

再持有时达转债。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26日

东方水利的“河宝” H3型水上清污机器人正在清理水面漂浮物。 公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