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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27                          证券简称：银河磁体                           公告编号：2021-008 

成都银河磁体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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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四川华信（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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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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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146,36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5 元（含

税），不送转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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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河磁体 股票代码 3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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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魁文 黄英 

办公地址 成都高新区西区百草路 608 号 成都高新区西区百草路 608 号 

传真 028-87824018 028-87824018 

电话 028-61838299 028-87951914 

电子信箱 Galaxymagnets@163.com huangyinghyhy@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产品及用途 

报告期公司产品包括：粘结钕铁硼磁体、钐钴磁体和热压钕铁硼磁体。公司从1993年开始一直专业从事新一代稀土永

磁体——粘结钕铁硼（Boned NdFeB）稀土磁体元件及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从2012年3月开始从事钐钴磁体和热压钕

铁硼磁体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粘结钕铁硼磁体的应用市场主要包括：汽车电机、硬盘驱动器主轴电机、光盘驱动器主轴电机、泵类电机、步进

电机以及各类永磁无刷直流电机转子组件等零部件，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节能家电、电动工具、机器人、信息技术、消费

类电子、办公自动化和工厂自动化设备等多种领域。 

公司钐钴磁体应用市场：钐钴（SmCo）永磁体是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磁性功能材料，具有很高的磁性能、

优良的温度特性及耐腐蚀性，在军事装备、航空航天、自动化控制、汽车、通讯、传感器、石油工业、仪器仪表等行业得以

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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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热压钕铁硼磁体应用市场：属于高性能钕铁硼永磁体范畴，可替代部分烧结钕铁硼磁体，主要用在汽车电机、电

动工具、伺服电机等各类高效节能电机领域。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绩驱动因素及重大变化 

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04,254,589.02元，比上年同期增加0.25%；实现利润总额172,765,660.88元，比上年同期增

加0.5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7,768,198.67元，比上年同期增加0.20 %。 

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自粘结钕铁硼磁体，其次是热压钕铁硼磁体和钐钴磁体。报告期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

公司汽车用磁体销售收入同比减少，但其他高效节能电机用磁体和热压磁体销售收入同比增加，带来公司总体收入同比略有

增加；公司通过加强成本管控，部分产品毛利率同比上升，冲减了人民币汇兑损失和理财收益减少对公司业绩的影响，致使

报告期利润总额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同比略有增加。 

（3）公司所处行业及所处的行业地位 

报告期公司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产品为粘结钕铁硼磁体、钐钴磁体和热压钕铁硼磁体，公司所处行业属于磁性材料行

业中的稀土永磁体元部件制造行业。 

公司是全球粘结钕铁硼稀土磁体产销规模最大的厂家，在粘结钕铁硼磁体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公司钐钴磁体和热

压磁体进一步丰富了产品品种，有利于提升公司竞争力、巩固公司在磁性材料行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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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4,254,589.02 602,769,831.51 0.25% 599,073,370.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7,768,198.67 147,472,933.29 0.20% 156,397,861.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6,006,755.55 144,729,983.66 0.88% 155,683,142.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6,696,097.77 141,465,642.54 10.77% 120,315,990.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6 0.46 0.00% 0.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6 0.46 0.00% 0.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66% 11.97% -0.31% 12.96%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362,373,080.65 1,342,569,535.36 1.48% 1,303,831,016.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93,673,896.64 1,259,006,923.97 2.75% 1,224,635,21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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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195,085.88 150,947,869.69 149,804,524.98 166,307,108.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830,166.45 40,894,115.41 34,167,233.85 37,876,682.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654,078.10 40,482,693.98 33,301,732.98 37,568,25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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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822,449.06 49,389,870.94 51,686,229.34 31,797,54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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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8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5,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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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炎 境内自然人 31.51% 101,815,862 76,361,896   

成都市银河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1.00% 100,165,345 0   

张燕 境内自然人 3.73% 12,057,318 9,042,988   

吴志坚 境内自然人 3.57% 11,522,318 8,641,73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5% 3,388,100 0   

陈正忠 境内自然人 0.62% 2,000,000 0   

何金洲 境内自然人 0.59% 1,911,464 1,583,598   

曹淑敏 境内自然人 0.14% 466,100 0   

李玲娣 境内自然人 0.13% 413,232 0   

金昂国 境内自然人 0.12% 399,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成都市银河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唐步云和张燕为夫妻

关系，唐步云和张燕分别持有成都市银河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66%、20%的股

份，除此，公司未收到有表明其余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任何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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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银河磁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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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全球疫情的影响，公司部分产品下游需求下滑；自2020年5月以来稀土价格持续上涨，给公司对主要原材料

磁粉的成本控制带来很大的压力。面对上述经营环境变化，公司经营层采取的措施及取得成效主要为：积极科学地组织全体

员工克服疫情期间的各种困难，尽早复工，把停工损失降到了最小；大力推进及加快新产品研发，特别是注塑磁体、高效节

能电机用磁体、高难度的微小型磁体的研发，部分产品已研发成功并进入量产，稳定了公司市场份额；对部分注塑设备进行

自动化改造，提升了磁体注塑的效率；深挖内部潜力，加强成本管控，有效地控制了成本。上述措施及成效确保了报告期公

司生产经营正常有序，经营业绩稳定。 

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04,254,589.02元，比上年同期增加0.25%；实现利润总额172,765,660.88元，比上年同期增

加0.5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7,768,198.67元，比上年同期增加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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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粘结钕铁硼磁体 569,150,536.77 162,518,111.75 34.5% -0.07% 0.06%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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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年修订）》（财

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境内上市的企业自2020年1月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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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新收入准则相关规定，本公司不对前期比较报表进行追述调整。本

公司主要收入为销售产品收入，收入确认时点为将产品控制权转移至客户时，本公司按照新收入准则的相关规定重新评估本

公司主要合同收入的确认和计量，采用新收入准则对本公司收入确认时点、确认金额无影响。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2020年度将原在销售费用核算的运输相关费用作为合同履约成本，于相关产品确认

销售收入时转入营业成本，2020年列报为营业成本的运输相关费用金额为13,769,289.5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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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成都银河磁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_________________(戴炎) 

2021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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