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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56                       证券简称：横店东磁                       公告编号：2019-047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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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何时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芝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康佳男声明：

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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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店东磁 股票代码 00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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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雪萍 王晶 

办公地址 浙江省东阳市横店工业区 浙江省东阳市横店工业区 

电话 0579-86551999 0579-86551999 

电子信箱 wxp@dmegc.com.cn wangjing@dmegc.com.cn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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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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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3,074,678,464.60 3,056,008,895.34 3,225,092,716.61 -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1,320,436.13 322,028,049.26 336,469,882.88 -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52,001,124.90 281,202,757.68 281,202,757.68 -10.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65,581,548.50 103,182,104.33 139,357,413.67 377.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20 0.20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20 0.20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8% 6.88% 7.05% -0.1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7,703,095,503.63 6,796,844,362.27 6,796,844,362.27 1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722,709,960.27 4,731,984,231.88 4,731,984,231.88 -0.2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1,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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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02% 822,200,000 0 质押 140,000,000 

东阳市博驰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4% 59,865,600 0   

何时金 境内自然人 1.56% 25,579,100 19,184,325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7% 24,120,327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21% 19,956,800 0   

郑文淦 境内自然人 1.15% 18,978,558 0   

邢建民 境内自然人 0.96% 15,850,00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0% 9,927,516 0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4% 8,822,00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中证 500 指数增强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5% 4,047,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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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横店控股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博驰投资为公司管理层的持股

平台，委托横店控股作为其执行事务合伙人；何时金为横店控股副总裁、

公司董事长，从而与横店控股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其他未知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前十名普通股股东郑文淦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26,900 股外，还

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8,651,658

股，实际合计持有 18,978,558 股。邢建民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股，

通过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5,85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5,85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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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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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根据公司“做强磁性、发展能源、适当投资”的发展战略，年初公司提出2019年经营目

标：实现销售收入712,200.00万元，同比增长9.7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3,100.00

万元，同比增长6.10%。上半年，公司各部门按照既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积极推进磁性

材料产业转型升级、加大太阳能光伏产业高效电池片和高效组件的布局、推动新能源电池技

术提升和市场拓展、同时加大器件产业的投资。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各项业务有

序推进，经营情况及业绩基本达到预期水平。报告期，公司实现销售收入307,467.85万元，完

成了年初目标的43.1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2,132.04万元，完成了年初目标的

43.96%。 

（1）磁性材料产业粘住客户、聚焦高端； 

2019年上半年，公司磁性材料产业受益于高质量发展，在市场总需求疲软情况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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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比例位列行业第一，市占率逆势提升。其中，永磁产业，在市场空间被压缩、价格持续

下滑、竞争无序化的情况下，公司通过提升老客户的供应比例，加大新客户、新产品的开发

力度；通过高效节能工艺改进、自动化推进降低生产成本，从而保持了收入的稳定。软磁产

业，公司积极推进新材料、新产品、新领域开发，不断推进自动化，提升生产效率，聚焦高

端客户，重点开发汽车电子、无线充电、电动汽车、NFC、5G等新兴领域。在消费电子、PC、

照明等行业下滑，价格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保持了盈利的逆势增长。塑磁产业，不断拓展汽

车类产品市场，扩大橡胶磁的市场空间；不断加大研发投入，优化生产工艺，提升产品成品

率和生产效率；积极推进自动化，在原材料价格上升、市场总需求量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保

持了稳定的增长。 

（2）新能源产业技术领先、精准布局；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太阳能光伏产业受益于海外市场的增长，保持了满负荷生产状态。

期间，电池片工厂 PERC 单晶电池自动化升级改造完成，PERC 电池产能逐步释放，转化效

率突破 22%，达到行业一线水平。各类异型组件正在开发，使得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光伏系

统部则以“承建 EPC 为主，自有投资为辅”的工作导向，围绕“引领本地、辐射全国”的开

发思路，全力做好光伏项目的开发、建设及运维工作。 

2019 年上半年，公司新能源电池产业继续对新能源汽车、电动二轮、电动工具等应用市

场进行拓展。同时，公司通过推进研发设计和材料优化降低产品成本，持续提升内部精益生

产管理，提高工厂的生产效率，稳步推进新能源电池产业的发展。 

（3）器件产业做大做强，增速领先。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器件产业在主要应用市场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的情况下销售收入实

现了 23.77%增长，期间，公司继续以“做大扁平马达，做强线性马达，突破新领域”为战略

方针。对内不断提升设备自动化，提升人均效率，不断提升技术水平，屏下发声项目实现稳

定量产；对外在服务好老客户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新客户，与知名品牌手机客户的合作取得了

较大的突破，非手机行业市场应用亦取得了较好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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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号），对企业财务报表进行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项目列报影响如下： 

①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合并）相关项目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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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元）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元）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370,398,546.44 
应收票据 115,693,833.37 

应收账款 1,254,704,713.07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325,487,302.66 
应付票据 226,660,000.00 

应付账款 1,098,827,302.66 

     ②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母公司）相关项目影响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元）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元）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274,893,048.59 
应收票据 108,733,236.99 

应收账款 1,166,159,811.6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175,199,988.60 
应付票据 226,660,000.00 

应付账款 948,539,988.60 

     ③ 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项目，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对现金流量表（合 并）、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上年同期数影响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元）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元） 影响金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912,472,958.41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886,741,158.41 -25,731,800.0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81,520,605.95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07,252,405.95 25,731,800.00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

“－”号填列) 
-454,169,125.23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

“－”号填列) 
-428,437,325.23 25,731,800.00 

     ④ 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项目，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对现金流量表（母公司）上年同期数影响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元）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元） 影响金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5,731,800.00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0.00 -25,731,800.0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85,734,091.54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11,465,891.54 25,731,800.00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

“－”号填列) 
-439,231,007.75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

“－”号填列) 
-413,499,207.75 25,73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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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财政部于 2017 年陆续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

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 —套期会计》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

具列报》（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上述文件要求，公司于2019年1月1日变更会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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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何时金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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