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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11                           证券简称：铂科新材                           公告编号：2020-048 

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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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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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铂科新材 股票代码 3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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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佳林 李正平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朗山路 28号 2栋 3楼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朗山路 28号 2栋 3楼 

电话 0755-26654881 0755-26654881 

电子信箱 poco@pocomagnetic.com poco@pocomagnet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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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54,632.72 189,827,566.72 3.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0,538,792.52 41,302,480.49 -1.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38,804,060.51 39,317,717.04 -1.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226,537.68 24,615,177.40 -34.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0 0.96 -2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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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0 0.96 -27.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1% 10.89%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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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5,256,689.62 923,813,887.00 -2.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96,923,759.23 773,664,966.71 3.0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3,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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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摩码新材

料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87% 16,055,485 16,055,485   

郭雄志 境内自然人 13.43% 7,735,830 7,735,830   

罗志敏 境内自然人 7.22% 4,159,829 4,159,829   

阮佳林 境内自然人 7.22% 4,159,829 4,159,829   

广发乾和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4% 2,614,379 2,614,379   

陈崇贤 境内自然人 4.22% 2,429,448 2,429,448   

深圳市铂科天成

投资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2% 1,910,000 1,910,000   

杜江华 境内自然人 2.53% 1,459,579 1,459,579   

深圳市中小担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8% 1,368,222 1,368,222   

费腾 境内自然人 2.27% 1,307,399 1,307,39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 公司实际控制人杜江华直接持有公司 2.53%股份，并持有控股股东摩码投资 54.00%

的股权；摩码投资直接持有公司 27.87%的股份。 

2. 阮佳林直接持有公司 7.22%的股份，并为铂科天成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持有铂科天成

35.00%的出资份额；铂科天成直接持有公司 3.32%的股份。 

除此之外，公司各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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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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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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625.4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3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53.88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1.85%。第二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2,560.0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3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93.3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2.53%。 

公司第一季度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爆发，整体经营情况受到阶段性影响，但随着全国各地复工复产的逐步完

成，公司生产经营于2020年3月份全面恢复正常。第二季度，公司管理层全力做好疫情防护的同时，继续深入开拓市场，并

大力提高生产效率以满足交付需求，使得公司二季度的生产和销售都有了较大幅的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各方面的经营情况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抗击疫情，稳定存量，寻找增量，布局未来  

在光伏、空调和UPS等存量市场，在新冠疫情的严峻形势下，公司通过加强和客用户的业务联系和互动、提高交付能力，

使得公司在这些领域表现出了很强的抗风险能力，尤其是在二季度逆势实现较大的增长。 

在新能源汽车、充电桩、通讯、储能等增量市场，公司围绕推出的新产品，持续配合客户提供更优的行业替代性电感解

决方案，以获取行业先发优势，公司产品在上述领域的市场认可度稳步提升。 

在消费电子领域，公司持续加大产品研发力度的同时，进行市场的调研和布局。  

（2）聚焦主业，持续研发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聚焦于合金软磁粉、合金软磁粉芯及电感解决方案的研发，开发新产品丰富产品线，同时围绕公司

中长期研发战略，进行前沿技术储备，确保公司产品持续保持市场竞争力，主要研发项目进展如下： 

①超细气雾化铁硅合金粉末的开发：该粉末可用于制造更低损耗的铁硅四代（NPX）系列软磁合金粉芯，以更好的降低

高频化的涡流损耗，目前该系列磁粉芯已经实现小批量生产。 

②高饱和磁通密度和低损耗特性的非晶纳米晶粉末的开发：该粉末适用于5G通讯电源、消费电子等高频应用领域的电

感元件制造，现仍处于性能调整优化中。  

③高u值片状粉末的制备以及吸波材料流延成型技术开发：本项目拟开发更高磁导率的吸波材料，用于降低电力电子设

备高频化带来的辐射危害，目前已研发完成，处于送样推广阶段。 

（3）提升经营管理一体化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在企业管理咨询机构的辅导下，根据未来五年战略发展规划需要，完成了公司组织架构的梳理和优化，

建立了独立核算的事业部制组织架构，更能发挥经营管理的积极性，更有利于组织专业化生产和实现企业的内部协作。在人

力资源管理体系方面，建立了一整套部门绩效管理机制，以更好的激发组织活力，为实现公司的五年战略规划提供持续的组

织能力。 

（4）产能持续提升 

报告期内，依据公司的五年发展规划，公司稳步推进产能建设计划，产能得到进一步提升。同时，继续加强生产的信息

化和自动化建设，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稳定性，为抓住新能源汽车和5G通讯等产业快速发展的机遇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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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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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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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