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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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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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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为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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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股份数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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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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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755-29574277 0755-29574277 

电话 0755-26654881  0755-26654881 

电子信箱 poco@pocomagnetic.com poco@pocomagnetic.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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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金属软磁粉和金属软磁粉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电能变换各环节的电力电子设备或系统实

现高效稳定、节能环保运行提供高性能软磁材料以及电感元件整体解决方案。凭借着行业领先的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能力，

不断推出匹配市场需求的新材料产品，引领全球金属软磁粉芯行业的发展。 

 
公司产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广泛应用于光伏发电、变频空调、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数据中心（UPS、服务

器、服务器电源、通讯电源）、储能、消费电子、电能质量整治（有源电力滤波器APF）、轨道交通等领域，属于“碳中和”

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  

（二）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作为全球领先的金属软磁粉芯生产商和服务提供商，通过多年持续的材料技术积累和应用解决方案创新，不断创造

和引领新型应用市场，持续扩大产品市场空间，巩固公司在行业内的领先地位。取得了包括ABB、比亚迪、格力、固德威、

华为、锦浪科技、美的、麦格米特、TDK、台达、威迈斯、阳光电源、伊顿、中兴通讯（按字母排序，排名不分先后）等

众多国内外知名企业的认可并建立了长期稳定合作关系。公司通过与用户的技术合作来指导公司的研发与生产，共同推进电

源、电感元件以及电感磁性材料的技术方案和产品创新，因此公司在行业竞争中，具备了较强的引 领者能力，在市场开拓、

产品性能、产品附加值等方面处于主动地位。 

公司自成立以来便深耕金属软磁材料行业，获得了多项荣誉。2020年，公司荣获了国家工信部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称

号，该称号的授予是对公司在金属软磁材料领域的强大综合竞争实力、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的高度认可和充分肯定；2021

年6月，公司的“高性能低损耗合金软磁材料助力光伏、新能源汽车解决方案”荣获2021财联社“碳中和先锋奖”；2021年9月，

公司凭借出色的技术创新成果荣获第四届（2021年）中国电子材料行业“磁性材料专业前十企业”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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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1,214,792,229.71 1,075,593,398.33 12.94% 923,813,887.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90,748,693.13 862,911,470.03 14.81% 773,664,966.71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725,889,060.83 496,826,091.73 46.11% 402,543,32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0,269,901.67 106,526,503.32 12.90% 84,595,00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114,815,625.62 98,509,385.73 16.55% 81,291,17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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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468,780.38 34,967,104.09 -198.57% 48,275,303.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6 1.03 12.62% 1.9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6 1.03 12.62% 1.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16% 12.88% 0.28% 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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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60,276.12 183,325,107.88 203,867,936.96 203,635,739.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042,223.85 32,361,323.51 31,952,405.48 35,913,948.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508,372.63 30,252,794.25 30,808,677.35 34,245,781.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090,883.73 17,182,244.44 -36,942,692.02 10,382,55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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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0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8,030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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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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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99,873 28,899,873   

郭雄志 境内自然人 13.43% 13,924,494 10,443,370 质押 551,322 

罗志敏 境内自然人 7.22% 7,487,692 5,615,770 质押 1,044,000 

阮佳林 境内自然人 7.22% 7,487,692 5,615,770 质押 2,069,922 

广发乾和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4% 3,148,287 0   

杜江华 境内自然人 2.53% 2,627,242 2,627,242   

陈崇贤 境内自然人 2.30% 2,388,745 0   

深圳市铂科天

成投资管理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2% 1,986,588 0   

中国太平洋人

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

品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4% 1,079,9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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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信达澳银新

能源产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6% 994,76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杜江华持有控股股东摩码投资 54.00%的股权；阮佳林为铂科天成的执行

事务合伙人。除此之外，公司各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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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深圳市铂科

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向

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 

铂科转债 123139 2022 年 03 月 11 日 2028 年 03 月 10 日  43,000 0.40%
注 1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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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第一年为 0.40%，第二年为 0.60%，第三年为 1.20%，第四年为 1.80%，第五年为 2.50%，第六年为 3.00%。 

（2）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中证鹏元对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进行了评级，根据评级报告：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本次债券信用等级为“A+”。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资产负债率 18.44% 19.77% -1.3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1,481.56 9,850.94 16.55%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90% 1.32% 0.58% 

利息保障倍数 19.75 32.69 -39.58%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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