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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24                        证券简称：正海磁材                         公告编号：2018-04-05 

烟台正海磁性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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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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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波海 董事长 工作原因 王庆凯 

曲祝利 董事 工作原因 王庆凯 

王  涛 董事 工作原因 迟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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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海磁材 股票代码 30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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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侃 孙伟南、于在海 

办公地址 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汕头大街 9 号 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汕头大街 9 号 

电话 0535-6397287 0535-6397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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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 dmb@zhmag.com dmb@zhma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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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90,527,729.83 403,312,814.64 96.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4,947,347.80 -14,969,354.80 33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49,569,461.78 -18,507,618.58 367.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1,909,801.03 168,049,907.81 -39.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2 3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2 3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9% -0.53%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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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8,905,193.70 3,846,530,748.85 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67,635,595.71 2,951,667,806.44 -6.2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3,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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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正海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1.08% 418,943,148 15,160,644 质押 181,170,000 

郑坚 境内自然人 2.99% 24,527,814  质押 11,645,000 

长城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6% 17,687,415 17,687,415   

山东省国有资产

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85% 15,160,642 15,160,642   

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5% 15,160,642 15,160,642   

上海汽车集团股

权投资有限公司

－上汽投资－颀

瑞 1 号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4% 12,633,869 12,633,869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嘉

实环保低碳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8% 12,125,100    

孙超 境内自然人 1.14% 9,360,496    

烟台正海新材料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0% 5,749,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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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正海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9% 5,689,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正海集团有限公司与烟台正海新材料有限公司、烟台正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形，正海集团有限公司与郑坚不存在关联关系

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形，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亦不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孙超通过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9,360,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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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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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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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在环保核查“回头看”以及行业专项督查整顿的影响下，稀土供应量收缩，稀土价格

稳中有升。 

报告期，公司风电客户完成新品开发工作，需求有所恢复。同时，公司继续加大汽车及家电市场的开

拓力度，战略性调整市场结构，提高汽车及家电市场的渗透度，拓宽公司未来发展空间。报告期内，公司

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上升83.50%，营业利润较去年同期上升700.56%。 

报告期内，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提高技术门槛以及取消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的政策导向，都在



烟台正海磁性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倒逼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加速技术成本进步和市场化进程。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2018年上半年国内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大幅增长，但产业链短期面临较大的盈利挑战。受此影响，公司在新能源汽车驱动系统

领域的盈利能力面临较大压力。报告期内，公司新能源汽车电机驱动系统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上升

126.52%，营业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9.52%。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9,052.77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96.01%；实现营业利润3,310.78万元，

较上年同期上升179.13%；实现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494.73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333.46%。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期的解锁工作，解锁限制性股

票数量共计844,683股，此次解锁的激励对象共计57名。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上海大郡原股东的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回购及注销工作，回购注销的股份数量共

计14,899,805股。 

2018年下半年，公司将继续围绕2018年度经营计划，扩大销售规模、降本增效，力争创造更好的成绩，

回报社会，回报广大投资者。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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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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