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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24               证券简称：正海磁材                  公告编号：2020-04-02 

烟台正海磁性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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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 2019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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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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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变更为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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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216,47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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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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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535-6397287 0535-6397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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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535-6397287 0535-6397287 

电子信箱 dmb@zhmag.com dmb@zhmag.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产品及用途 

2019年，公司秉承“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新能源汽车电机驱动系统”的双主营业务的发展模式。 

1、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业务 

钕铁硼永磁材料与其他永磁材料相比，具有高剩磁、高磁能积、高内禀矫顽力的特点，是目前世界上

发现的永磁材料中磁性能最强的一种。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是指以速凝甩带法制成、内禀矫顽力Hcj

（KOe）及最大磁能积（BH）max（MGOe）之和大于60的烧结钕铁硼永磁材料（定义来自于《中国高新技术

产品目录2006》）。 

公司产品主要应用在节能环保和新能源领域，包括汽车、家用电器、风力发电、节能电梯、自动化和

智能消费电子等。 

2、新能源汽车电机驱动系统业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大郡是国内专业从事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

新技术企业。新能源汽车电机驱动系统作为新能源汽车的主要执行结构，是新能源汽车三大核心系统(电

池、电机、电控系统)之一，相当于传统汽车的发动机，具有较高的技术难度及制造门槛。上海大郡在电

机及其控制领域拥有一系列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二）报告期公司主要业绩驱动因素及重大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79,855.84万元，同比增长7.06%；实现营业利润8,515.74万元，同

比增长174.36%；实现利润总额8,451.33万元，同比增长173.28%；实现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312.37

万元，同比增长214.18%；实现基本每股收益0.11元，同比增长210.00%。 

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等指标较上一年度大幅增长，主要原因如下： 

（1）随着公司在汽车及家电领域销售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公司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业务的销售收

入及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 

（2）根据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相关要求，公司上一年度对收购上海大郡

81.5321%的股权所形成的商誉进行了减值测试，根据减值测试结果，公司于上一会计年度计提商誉减值损

失14,866.81万元，减少公司上一年度净利润12,636.78万元。 

（3）公司于2018年5月30日完成回购并注销上海大郡原股东业绩补偿股份事项，该业绩补偿确认的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在上一会计年度产生公允价值变动损失1,787.98万元，减

少公司上一年度净利润1,519.78万元。 

（三）公司所处行业及所处的行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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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行业 

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所在行业属于稀土功能材料行业中的稀土磁性材料行业，其上游行业主要为稀

土开采、冶炼和分离，其下游应用领域包括汽车、能源、机械、医疗、航空航天、IT、家电等。高性能钕

铁硼永磁材料为目前性能最高、应用范围最广、发展速度最快的工业化生产中综合性能最优的磁性材料，

发展前景广阔。公司上下游行业的景气度与国家宏观政策、经济周期及行业供需状况等因素密切相关。 

公司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业务的上游为稀土行业。2019年国内稀土价格出现“重涨轻跌”的分化走

势。受缅甸封关、境外进口受限的影响，国内重稀土价格相较年初涨幅较大；在轻稀土方面，行业下游整

体需求增长动力不足，市场呈现出供大于求的局面，轻稀土价格全年震荡走低。 

 公司下游市场主要包括汽车、家用电器、风力发电、节能电梯、自动化和智能消费电子等。2019年

国内传统汽车和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同时出现下降，但汽车行业总体保持平稳，仍有结构性的增长空间。

受补贴退坡及海上风电发展提速的双重影响，2019年中国风电市场新增吊装容量达28.9GW，相较于2018年

增长37%。为了适应全新家用空调能效标准的更高要求，空调厂商已逐步淘汰不符合新标准的低能效产品

并加大搭载稀土永磁体的高能效机型的市场投放力度，家用空调市场正迎来结构性的变化。电梯行业的新

增需求更趋多元化，由新梯、更新改造、既有建筑加装等方面构成，行业需求总体稳定。自动化和消费电

子行业的景气度在持续回升。总体而言，2019年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的下游整体需求维持平稳。 

公司始终坚持自主创新，不断强化技术开发和应用能力，突出专业化、精细化，实行性能领先、质量

领先和高性价比的产品差异化战略。以“吸引智慧世界，推动绿色未来”为公司产业使命，致力推动“智

慧智能”和“绿色环保”产业的发展，吸引全球目光，以创新技术为智能生产、智慧生活、和谐生态贡献

价值。以“成为世界永磁材料行业的领跑者”为产业愿景，将用全球化的视野经营企业，在研发、品质、

规模、应用等方面保持领先，成为世界一流客户的战略合作伙伴。 

报告期内，公司在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的行业地位及市场地位未发生重大变化。 

2、新能源汽车电机驱动系统 

新能源汽车产业是我国重点培育和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报告期内国家陆续出台的多个重要产业政策，进一步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继续高质量发展：3月26日，

财政部、工信部、科技部及发改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

加大了补贴退坡力度，为2020年底完全退出做好铺垫；6月28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继续执行

的车辆购置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自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对购置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

公告自2019年7月1日起施行；8月27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首次

将氢能、燃料电池相关内容列入鼓励类中，加氢设施建设也有专职负责部门；12月3日，工信部发布《新

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征求意见稿），规划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占比达到

25%左右，继续护航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成长。 

2019年环保标准切换导致国五燃油车清理库存，挤压了新能源汽车的消费空间，同时叠加新能源汽车

补贴退坡幅度较大的影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2万辆和120.6万辆，同比分别下降2.3%和

4.0%。其中纯电动汽车生产完成102万辆，同比增长3.4%；销售完成97.2万辆，同比下降1.2%；插电式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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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2.0万辆和23.2万辆，同比分别下降22.5%和14.5%；燃料电池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833辆和2,737辆，同比分别增长85.5%和79.2%。这是自2010年我国推广新能源汽车以来的首次年度产销

数据负增长，但随着退坡影响的边际减弱及国家对新能源汽车产业鼓励政策的推出，新能源车发展长期向

好的趋势没有改变。 

新能源汽车电机驱动系统作为新能源汽车的主要执行结构，是新能源汽车三大核心系统之一，具有较

高的技术难度及制造门槛。上海大郡专注于系列化新能源汽车电机驱动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我国

新能源汽车电机驱动系统领域起步较早、系统设计和集成能力较为突出、自主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致力

于为国内外主流汽车制造商提供产品和服务，通过实现客户价值努力成为业界技术和规模领先的汽车级、

服务型制造企业。凭借多年来在新能源汽车电机驱动领域的研发积淀，上海大郡先后推出了拥有自主核心

技术、适应市场需求的系列化电机驱动系统产品，有着良好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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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1,798,558,416.34 1,679,955,420.97 7.06% 1,192,388,541.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3,123,746.43 -81,560,746.82 214.18% 101,596,59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4,278,658.93 -71,121,295.75 218.50% -27,144,292.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112,911.17 136,308,463.37 -52.23% 55,287,714.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0 210.00% 0.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0 210.00% 0.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3% -2.93% 6.46% 3.50%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3,612,025,631.90 3,749,627,537.27 -3.67% 3,846,530,748.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14,005,130.62 2,650,777,632.74 -1.39% 2,951,667,806.4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61,045,187.70 450,863,669.82 447,049,869.87 539,599,688.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909,940.66 41,592,967.51 35,496,909.67 9,123,928.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466,970.81 40,082,339.06 33,789,538.89 3,939,810.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390,245.49 37,296,426.41 101,285,559.03 5,921,17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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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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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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1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9,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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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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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500,000 

长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6% 17,687,415 17,687,415   

郑坚 境内自然人 2.12% 17,38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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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汽颀臻（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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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8,369,80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

泰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8% 6,361,38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

周期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1% 5,841,600    

烟台正海新材料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0% 5,749,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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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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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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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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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面对更趋复杂的外部经营环境以及经济增速放缓的下行压力。公司全体员工克服困难、迎接

挑战，紧紧围绕着年初既定的奋斗目标，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良好的工作成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79,855.84万元，同比增长7.06%；实现营业利润8,515.74万元，同

比增长174.36%；实现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312.37万元，同比增长214.18%。 

2019年，公司以“成为世界永磁材料行业的领跑者”为愿景，聚焦汽车、家用电器、风力发电、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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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自动化和智能消费电子六大目标市场，制定有针对性的战略举措，持续扩大市场占有率。2019年，

作为公司第一大应用市场，汽车市场整体的销售额大幅增长，为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乃至

领跑行业，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家用电器、风力发电、节能电梯市场，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和销售额均实现

稳步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及组件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44.09%，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

长35.31%。 

2019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2万辆和120.6万辆，同比分别下降2.3%和4.0%。这是自2010

年我国推广新能源汽车以来的首次年度产销数据负增长。新能源汽车由高速增长到负增长，加速了行业洗

牌。受此影响，公司新能源汽车电机驱动系统业务的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同时，由补贴退坡带

来的整车压价及上游原材料价格不断上升对产品毛利造成双向挤压，进而导致公司新能源汽车电机驱动系

统业务的净利润也出现了大幅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新能源汽车电机驱动系统业务的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下降68.33%，净利润较去年同期

下降45.83%。 

报告期内，公司开展的重点工作如下： 

1、紧抓机遇，全力推进新区建设 

福海厂区作为公司提升产能的重大举措，承担了实现公司战略目标的历史使命。2019年，公司各部门

密切合作，在保证建设进度的同时，优化设计方案。报告期内福海厂区主体建筑顺利封顶，部分车间已具

备安装设备条件。 

浦江基地是上海大郡面向未来的重要规划，公司旨在将其打造为智能高效的管理总部和业内领先的研

发中心。2019年，公司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精细管控项目的进度、质量、成本和现场安全。浦江基地于

2019年9月顺利封顶。 

2、多路并举，全力提升产能 

为抓住钕铁硼高端应用市场快速增长的市场机遇，2019年公司将提产、增效作为年度目标。完成了主

要生产设备引进、安装、工艺验证等工作，同时通过流程再造工作，推进自动化、流水化、标准化作业。

公司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全年产销量均创历史新高。 

3、精益求精，做行业内的技术领跑者 

公司对技术创新工作紧抓不懈。以顾客需求、行业发展和公司战略为导向，不断进行工艺优化和设备

升级，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强化优势、补足短板。在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方面，毛坯制造技术、表面处

理技术、设备的全自动化升级改造，加工技术均取得了长足进步；上海大郡在新能源汽车电机驱动系统的

新技术储备、产品升级换代、新品开发等方面持续提升，增强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4、聚焦目标市场，扩大市场占有率 

2019年，公司聚焦目标市场，制定有针对性的战略举措，制定长期销售计划和市场规划，扩大目标市

场的占有率。报告期内公司成立正海磁材北美公司，进一步推进公司国际化进程。 

5、强化全员降本意识，持续推进降本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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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公司坚持开源与节流并举，提升生产线负荷率，进行工艺优化和设备升级，大力推进设备自

动化改造。上海大郡通过减呆滞、提质量、清旧债等多种措施推进降本工作，降本增效工作成绩显著。 

6、流程再造，推进质量管理工作 

2019年，公司一方面继续加强对员工质量意识的教育，一方面通过实施流程再造，优化管理流程，改

进质量管理方法，提高质量管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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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钕铁硼永磁材料

及组件 
1,623,303,242.86 356,038,145.88 21.93% 44.09% 44.86% 0.11% 

新能源汽车电机

驱动系统 
175,255,173.48 -5,414,118.03 -3.09% -68.33% -110.69%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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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79,855.84万元，同比增长7.06%；实现营业利润8,515.74万元，同

比增长174.36%；实现利润总额8,451.33万元，同比增长173.28%；实现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312.37

万元，同比增长214.18%；实现基本每股收益0.11元，同比增长210.00%。 

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等指标较上一年度大幅增长，主要原因如下： 

（1）随着公司在汽车及家电领域销售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公司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业务的销售收

入及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 

（2）根据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相关要求，公司上一年度对收购上海大郡

81.5321%的股权所形成的商誉进行了减值测试，根据减值测试结果，公司于上一会计年度计提商誉减值损

失14,866.81万元，减少公司上一年度净利润12,636.78万元。 

（3）公司于2018年5月30日完成回购并注销上海大郡原股东业绩补偿股份事项，该业绩补偿确认的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在上一会计年度产生公允价值变动损失1,787.98万元，减

少公司上一年度净利润1,519.7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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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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2018年6月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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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财会（2019）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董事会审议 

本公司执行上述

准则在本报告期

内无重大影响。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

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

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

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 

董事会审议 

本公司执行上述

准则在本报告期

内无重大影响。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

（财会〔2019〕8号），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

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

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董事会审议 

本公司执行上述

准则在本报告期

内无重大影响。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财会

〔2019〕9号），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

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

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董事会审议 

本公司执行上述

准则在本报告期

内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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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杭州郡致传动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杭州郡

致已于2019年4月完成注销（公告编号：2019-19-06），杭州郡致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在美国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报告期内，公司完

成全资子公司正海磁材北美有限公司的设立工作（公告编号：2019-11-03），该公司自成立之日起纳入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 

 

烟台正海磁性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庆凯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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