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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35                           证券简称：龙磁科技                           公告编号：2020-026 

安徽龙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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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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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永宏 董事长 因公出差 熊咏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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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70,67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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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磁科技 股票代码 30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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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林 王慧 

办公地址 
合肥市政务区南二环路 3818 号天鹅湖万

达广场 1 号楼 23 层 

合肥市政务区南二环路3818号天鹅湖万达

广场 1 号楼 23 层 

电话 0551-62865268 0551-62865268 

电子信箱 figohl@sinomagtech.com iris@sinomagte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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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562,342.49 256,420,153.02 -14.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495,017.39 36,182,924.33 -4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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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7,457,125.88 30,434,099.61 -42.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638,495.90 29,476,903.38 7.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 0.68 -45.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 0.68 -45.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6% 7.66%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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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37,381.64 827,435,229.08 31.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32,107,505.17 535,529,352.51 55.3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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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永宏 境内自然人 28.54% 20,170,000 20,170,000   

熊咏鸽 境内自然人 10.43% 7,374,000 7,374,000   

章信忠 境内自然人 3.74% 2,640,000 2,640,000   

晏云生 境内自然人 3.69% 2,610,000 2,610,000   

徐从容 境内自然人 3.50% 2,474,000 2,474,000   

万遥 境内自然人 1.96% 1,384,000 1,384,000   

张勇 境内自然人 1.88% 1,330,000 1,330,000   

程晓茜 境内自然人 1.73% 1,220,000 1,220,000   

卞娉 境内自然人 1.43% 1,010,000 1,010,000   

俞熔 境内自然人 0.81% 570,000 57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熊永宏，熊咏鸽为兄弟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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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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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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遭受了严重冲击。面对疫情带来的巨大挑战，

公司董事会及经营管理层克服重重困难，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积极组织人员复工复产。在全体人

员的共同努力下，公司各项工作有序开展，经营业绩保持稳定。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956.2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4.37%；实现营业利润 2,194.1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4.35%；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49.5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3.36%。 

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1）深化重要客户合作，拓展客户群体 

公司秉持“大客户，大份额”的市场开拓理念，紧跟客户的发展步伐，敏锐洞悉市场发展趋势，快速

响应客户需求。报告期内，公司积极与核心客户进行新项目开发，与重点客户的合作得到深化。此外，公

司不断拓展潜在的客户群体，丰富公司的客户群体，优化公司的客户结构。 

（2）持续扩大研发投入力度，增强市场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投入力度，积极配合客户进行新产品的研发试制，重点

推进重要客户、主要产品的研究开发，并争取转化为后期的订单，同时把握行业领先发展趋势，进行新材

料、新工艺、新技术的研发储备，以赢得未来市场的主动权。通过不断加强技术研发投入、持续保持较强

的创新开发及项目开发能力等方式，推动产品性能和生产工艺流程的不断改善和提高。 

（3）加强质量管理，强化成本控制 

为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公司持续完善产品质量考核与项目成本考核制度，把控产品质量，严格控制

成本。报告期内，公司不断优化供应链管理，进一步降低和管控采购成本；加强生产管理，优化完善技术

工艺，加强自动化改造，提高生产效率；切实贯彻各项质量体系标准，注重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良率，减

少材料浪费。通过加强对产品质量、成本的管控，降本增效，提高公司盈利水平。 

（4）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推行激励政策 

人才是公司发展的核心资源和驱动力。报告期内，公司为建设适应企业发展步伐的人才队伍，一方面，

积极引进外部优秀人才，为企业人才队伍注入新鲜血液。另一方面，加强对内部人才的培养。公司实行技

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双线培养机制，并通过内外部培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培训，从而提升公司人才的整体素

质。 

报告期内，面对宏观经济和政策形势的错综复杂以及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公司继续秉承“市场领先、

技术支撑、规模效应”的经营策略，不断提升管理机制，调整组织架构，吸收和培养高素质人才，优化和

完善公司产品及解决方案，强化市场营销力度，加快市场拓展步伐，奉行稳健的经营策略，积极开发新产

品、新市场，致力于成为全球磁性材料行业主流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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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追溯调整本

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9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该项会计政策变

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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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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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20年2月份新设全资子公司龙磁日本株式会社，本报告期将该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