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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银河磁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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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

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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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23，146，36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5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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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河磁体  股票代码 3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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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魁文 黄英 

办公地址 成都高新区西区百草路 6 号（门牌号 608） 成都高新区西区百草路 6 号（门牌号 608） 

传真 028-87824018 028-87824018 

电话 028-87823555-892 028-87823555-890 

电子信箱 Galaxymagnets@163.com huangyinghyhy@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产品及用途 

报告期公司产品包括：粘结钕铁硼磁体、钐钴磁体和热压钕铁硼磁体。公司从1993年开始一直专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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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新一代稀土永磁体——粘结钕铁硼（Boned NdFeB）稀土磁体元件及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从2012

年3月开始从事钐钴磁体和热压钕铁硼磁体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粘结钕铁硼磁体的应用市场主要包括：汽车电机、硬盘驱动器主轴电机、光盘驱动器主轴电机、

多种泵类电机、步进电机以及各类永磁无刷直流电机转子组件等零部件，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节能家电、

电动工具、机器人、信息技术、消费类电子、办公自动化和工厂自动化设备等多种领域。 

公司钐钴磁体应用市场：钐钴（SmCo）永磁体是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磁性功能材料，具有很

高的磁性能、优良的温度特性及耐腐蚀性，在军事装备、航空航天、自动化控制、汽车、通讯、传感器、

石油工业、仪器仪表等行业得以广泛应用。 

公司热压钕铁硼磁体应用市场：属于高性能钕铁硼永磁体范畴，可替代部分烧结钕铁硼磁体，主要用

在汽车EPS、电动工具、伺服电机等各类高效节能电机领域。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绩驱动因素及重大变化 

2018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99,073,370.15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3.73%；实现利润总额 182,340,344.95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19.6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6,397,861.67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18.95%。 

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自粘结钕铁硼磁体、钐钴磁体和热压钕铁硼磁体。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

增加的主要原因为：公司各类磁体的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均有所增加，粘结钕铁硼磁体中汽车磁体销售收

入增加较多；钐钴磁体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增长；热压磁体的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报告期公司利润总额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减少的主要原因为：公司销售收入同比增

加，公司经营性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但资产处置收益同比大幅减少，经营性净利润的增加值小于

资产处置收益减少值，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同比有一定下降。 

（3）公司所处行业及所处的行业地位 

报告期公司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产品为粘结钕铁硼磁体、钐钴磁体和热压钕铁硼磁体，公司所处行业

属于磁性材料行业中的稀土永磁体元部件制造行业。 

公司是全球粘结钕铁硼稀土磁体产销规模最大的厂家，在粘结钕铁硼磁体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公

司钐钴磁体和热压磁体项目建设已实施完成，随着产品逐步上量，丰富的产品品种使公司竞争力进一步提

升、在磁性材料行业的地位进一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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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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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599,073,370.15 526,814,340.41 526,756,019.51 13.73% 423,140,309.64 423,072,7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56,397,861.67 192,965,419.31 192,965,419.31 -18.95% 118,290,880.74 118,290,880.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5,683,142.63 136,455,230.43 136,455,230.43 14.09% 116,449,693.30 116,449,693.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0,315,990.23 70,912,102.07 70,912,102.07 69.67% 70,013,849.72 70,013,849.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8 0.60 0.60 -20.00% 0.37 0.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8 0.60 0.60 -20.00% 0.37 0.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96% 16.87% 16.87% -3.91% 11.12% 11.12%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1,303,831,016.76 1,291,430,760.68 1,291,430,760.68 0.96% 1,188,225,124.83 1,188,225,124.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224,635,216.68 1,213,653,217.01 1,213,653,217.01 0.90% 1,101,474,387.70 1,101,474,387.70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根据财政部会计司《关于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规定：“企业作为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收到的扣缴税款手续费，应作为其他与日常活动相关的项目在利润表的‘其他收益’项

目中填列。企业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因此发生变更的，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

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该项会计政策变更追述调减 2017 年度“营业收入（其他业务收入）”58,320.90 元，同时

调增“其他收益”58,320.90 元，对利润无影响。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45,672,262.18 157,431,727.93 158,402,960.97 137,566,419.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657,398.44 43,102,738.38 44,916,476.17 32,721,248.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567,784.29 42,885,416.59 44,752,611.28 32,477,330.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677,782.45 24,509,441.30 48,851,357.41 23,277,4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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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4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9,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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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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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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银河工

业（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2.20% 104,065,945 0 质押 1,499,900 

戴炎 境内自然人 31.51% 101,815,862 76,361,896   

张燕 境内自然人 3.73% 12,057,318 9,042,988   

吴志坚 境内自然人 3.73% 12,057,318 9,042,988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05% 3,388,100 0   

何金洲 境内自然人 0.65% 2,111,464 1,583,598   

梁建业 境内自然人 0.38% 1,214,831 0   

曾丽 境内自然人 0.23% 730,000 0   

李新中 境内自然人 0.14% 464,600 0   

李博 境内自然人 0.14% 464,2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成都市银河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唐步云和张燕为夫妻关系，唐步

云和张燕分别持有成都市银河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66%、20%的股份，除此，公司未收到

有表明其余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任何证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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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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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1）公司经营环境和经营业绩 

2018年，稀土价格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公司主要原材料磁粉价格相对稳定，但受国内外经济增速下滑

的影响，公司产品下游总体需求增速较慢。在此经营环境下，公司采取的主要应对措施为：充分利用在行

业中的竞争力优势，做细做精主业；持续开发新产品、抢占新市场；持续推进更多工序和产品实现自动化

生产、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严格各级管理，坚持“好快多省”地推进各项工作。这些措施的有效实

施确保了公司经营性业绩比上年有所提升。 

2018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99,073,370.15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3.73%；实现利润总额

182,340,344.95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19.6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6,397,861.67 元，比

上年同期减少 18.9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5,683,142.63 元，比上

年同期增加 14.09%。 

报告期，公司销售收入同比增加，公司经营性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但资产处置收益同比大幅

减少，经营性净利润的增加值小于资产处置收益减少值，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同比有一定下降。 

（2）重要工作回顾 

报告期，公司经营层各级人员团结协作、齐心协力、积极推进年初经营计划既定的各项工作，主要成

效如下： 

①市场和客户开发方面 

2018年，公司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开发客户和市场。充分利用现有客户资源、公司

产品在行业中的品牌优势及公司对行业信息的判断，做好老客户的维系和新客户的开发工作，按客户需求

做好各项工作，增强客户对公司的信赖，提升了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确保了公司国内外客户

数量增加、市场份额稳步提升。  

②产品开发方面 

2018年，公司产品开发重点仍然是下游需求增长较快的汽车电机和各类高效节能电机用磁体。公司技

术部、热压磁体事业部和钐钴事业部分别负责实施粘结钕铁硼磁体、热压磁体和钐钴磁体新产品及与之相

关的技术工艺的开发，积极想办法找对策解决研发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保证了公司各研发项目的顺利

有序推进。报告期公司实施的研发项目共22项，报告期末实施完成6项，部分产品已逐渐进入量产，为公

司业绩稳步增长提供了保障。 

③成本控制及管理提升方面 

2018年，公司继续做好对主要原材料库存的优化管控，减少原材料价格波动对成本的影响；持续推进

设备自动化及智能化改造，实现了更多产品和更多工序的自动化生产，产品总体生产效率有一定提升；不

断优化各项管理、强化各级管理干部职能，各级人员的业务能力不断提升，为完成公司不断增加的工作任

务提供了保证。 

④项目推进方面 

2018年，公司积极推动全资子公司“成都银磁材料有限公司”的建设工作，完成了土地竞拍工作并取得

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完成了施工图设计、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基础建设规划相关工作，目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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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基础建设施工相关工作。 

⑤股子公司经营管理方面 

2018年，公司控股子公司乐山银河园通磁粉有限公司主要成绩表现在通过合理安排生产提高了生产效

率，产销量较上年同期均有一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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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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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粘结钕铁硼磁体 555,707,491.05 356,704,747.47 35.81% 11.52% 18.69%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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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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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6月15日，财政部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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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

月7日，财政部会计司印发《关于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当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知及其解读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述调整法，2017年度财务报表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见其他说明。 

其他说明（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1）对合并报表：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51,929,939.75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99,080,220.39 

应收账款 147,150,280.64 

应收利息 10,599,133.02 其他应收款 
13,452,883.44 

其他应收款 2,853,750.42 

应付账款 27,173,288.73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7,173,288.73 

营业收入 526,814,340.41 营业收入 526,756,019.51 

管理费用 
38,296,877.78 

管理费用 18,715,210.56 

研发费用 19,581,667.22 

其他收益 767,365.00 其他收益 825,68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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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母公司(母公司指本公司法人实体，下同)报表：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51,929,939.75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99,080,220.39 

应收账款 147,150,280.64 

应收利息 10,494,334.85 其他应收款 13,335,548.52 

其他应收款 2,841,213.67 

应付账款 38,469,588.6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8,469,588.61 

营业收入 525,466,429.30 营业收入 525,408,108.40 

管理费用 36,651,365.81 管理费用 17,069,698.59 

研发费用 19,581,667.22 

其他收益 767,365.00 其他收益 825,685.90 

注1：根据财政部会计司《关于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规定：“企业作为个人所得税的扣

缴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收到的扣缴税款手续费，应作为其他与日常活动相关的项目在利润表的

‘其他收益’项目中填列。企业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因此发生变更的，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

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该项会计政策变更追述调减2017年度“营业收入（其他业务收

入）”58,320.90元，同时调增“其他收益”58,320.90元，对利润无影响。 

注2：上述调整对本公司资产负债表的期初资产总额、负债合计、所有者权益合计，以及利润表的上期利润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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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成都银河磁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戴炎 

2019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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