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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龙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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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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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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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670,000 股为基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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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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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合肥市政务区南二环路 3818 号天

鹅湖万达广场 1 号楼 23 层 

安徽省合肥市政务区南二环路3818号天鹅

湖万达广场 1 号楼 23 层 

传真 0551-62865200 0551-62865200 

电话 0551-62865268 0551-62865268 

电子信箱 figoh@sinomagtech.com iris@sinomagte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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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要从事永磁铁氧体新型功能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国内高性能永磁铁氧体湿压磁瓦主要生产企业之一。高

性能湿压磁瓦是永磁微特电机的核心部件，主要应用于汽车、家电、电动工具及健身器材等各类电机。 

（二）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采取以销定产、按单定制的生产模式。接到客户的订单后，公司组织合同评审，综合评估包括人员、设备、模具、

工装夹具能力、原辅材料及配件、预计交付周期等条件，然后制定生产计划表，随后按照生产计划表组织、合理调配相应资

源。并对各工艺流程进行全面控制和管理。 

1、采购模式 

公司主导产品湿压磁瓦的主要原材料为铁红、碳酸锶和预烧料等。公司生产部按照客户合同和订单编制一定时期（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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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的生产计划，采购部根据生产计划和库存状况向供应商采购原辅材料。公司对主要原材料保持一定的安全库存，以应

对客户订单的增加和生产周期的要求。公司按照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对供应商实行资格认证。公司每年与主要供应商协商确定

年度采购数量和价格，根据产品订单要求，分期向供应商下达采购合同。 

2、生产模式 

公司实行订单式生产管理模式，按照客户的不同要求安排生产。市场部在对客户合同和订单初步评审后，按订单要求向

生产部传递“订制通知单”，生产部根据现有的生产安排情况以及顾客的订单要求组织技术研发部、品质管理部等部门人员进

行评审，并按公司质量管理体系《生产运作控制程序》将“订制通知单”传递到技术研发、品质管理等部门。在技术研发部制

定工艺标准、品质管理部制订检验标准后，生产部各生产车间组织人员进行生产，最终由市场部按合同期限联系货运单位，

按期发货。 

3、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采用直销模式，公司与客户直接签订销售合同，按订单生产，产品在客户检验合格后，按合同约定，从客户处

直接收款。 

公司有少量与贸易商的销售，由贸易商下订单给公司，公司交货给贸易商并与贸易商进行结算。 

（三）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及行业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5,913.33万元，与上年基本持平；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821.59万元，同比

下降19.39%。公司在汽车、节能变频空调领域销售收入持续保持稳定增长，已成为上述领域全球领先的磁钢供应商，具有

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公司凭借着良好的服务和优质的产品，与国内外知名厂商建立了长期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并积极布局磁粉芯，电感，

电机配件等相关领域，为客户提供满足个性化和多样化的产品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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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559,133,254.97 551,016,953.92 1.47% 531,238,636.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215,906.70 84,626,934.01 -19.39% 80,846,54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2,232,324.57 68,736,752.07 -24.01% 69,542,099.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778,508.17 56,359,004.92 0.74% 102,636,631.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8 1.60 -32.50% 1.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8 1.60 -32.50% 1.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50% 17.07% -7.57% 18.35%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065,097,884.02 827,435,229.08 28.72% 677,701,265.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36,848,383.07 535,529,352.51 56.27% 419,618,66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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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040,903.13 105,521,439.36 147,103,020.55 192,467,89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545,015.25 8,950,002.14 16,944,086.14 30,776,803.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621,849.24 8,835,276.64 14,168,210.45 20,606,988.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740,480.86 14,898,015.04 3,930,401.37 21,209,6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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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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6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3,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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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永宏 境内自然人 28.54% 20,170,000 20,170,000 质押 2,929,000 

熊咏鸽 境内自然人 10.43% 7,374,000 7,374,000 质押 1,1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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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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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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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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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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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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913.33万元，较上年增长1.47%；实现营业利润7,619.18万元，较上年同

期下降21.1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821.5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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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压磁瓦 478,405,197.73 166,126,596.45 34.73% 5.36% -10.66%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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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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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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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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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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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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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日本龙磁于 2020 年 2 月 18 日在日本大阪登记设立，新增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龙磁金属于 2020 年 9 月 3 日在安徽省金寨县登记设立，新增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3、常州龙磁于 2020 年 8 月 20 日完成注销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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