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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56                       证券简称：横店东磁                       公告编号：2018-028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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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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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056,008,895.34 2,738,442,269.17 11.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2,028,049.26 221,785,083.94 45.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81,202,757.68 178,706,878.23 57.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3,182,104.33 52,031,538.01 98.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6 0.135 45.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6 0.135 45.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8% 5.4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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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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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0,060,227.58 6,548,845,257.46 -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752,725,195.19 4,560,194,319.75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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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41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参见注

8） 

0 

持股 5%以上的普通股股东或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报告期末

持有的普

通股数量 

报告期内

增减变动

情况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普通股数

量 

持有无限

售条件的

普通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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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5% 824,200,000 0 0 824,200,000 质押 560,000,000 

东阳市博驰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64% 92,737,600 0 0 92,737,60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62% 43,139,656 17,069,842 0 43,139,65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1% 19,956,800 0 0 19,956,80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润之信 23 期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91% 14,963,968 -3,330,000 0 14,963,968   

郑文淦 
境内自然

人 
0.83% 13,568,000 1,087,000 0 13,568,000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

定购回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79% 13,000,000 0 0 13,000,000   

鹏华资产－浦发银行－鹏

华资产金润 24 号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72% 11,824,747 2,174,100 0 11,824,747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陕国投·【荣泰 1 号】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56% 9,134,862 9,134,862 0 9,134,862   

中铁宝盈资产－广发银行

－中铁宝盈－夺宝 1 号资

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47% 7,701,845 7,701,845 0 7,701,84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东阳市博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管理层的持股平台，委

托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作为其执行事务合伙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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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9,500 股外，还通过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728,500 股，实际合计

持有 13,5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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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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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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经营目标：实现

销售收入694,800.00万元，同比增长15.6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5,600.00万元，同比增

长13.49%。报告期内，产业上，公司积极推进磁性材料产业转型升级和外延式扩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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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适当进行相关性产业投

资。经营上，公司通过保持技术创新的领先性；加大市场的拓展力度；加强采购管理的标准化建设；

加大自动化和精益管理的推动力度；推进N+1和“910”项目管理等措施，以保障财务预算的完成。报

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305,600.8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1.60%，完成了年初目标的4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2,202.8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45.20%，完成了年初目标的49.09%。 

（1）磁性材料产业产品精益、客户高端、成绩优异； 

2018年上半年，磁性材料行业再续增长，下游家电行业稳中有升，尤其是随着新能源汽车、NFC、

无线充电等新应用领域的快速增长，使得公司磁性材料产业各板块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永磁产业，

通过新项目、新产品、新客户的开发，增加了营收，通过高效节能工艺改进、省人化、自动化推进，

降低了成本，在原材料价格上涨而市场价格持续下滑的情况下仍然实现了收入和利润双增长；软磁产

业，聚焦高端客户，重点开发无线充电、数据中心服务器、电动汽车、NFC等新兴领域，同时通过成

型一模多件、二面三磨、自动化推进等提升了设备运营效率，实现了收入和利润的较高速增长；塑磁

产业，坚持“力保传统产品份额、做优高端产品、做精前沿产品”的战略思路，加大研发投入，不断

拓展汽车类产品市场，扩大橡胶磁的市场空间，在原材料价格大幅上升的情况下，实现了收入和利润

的快速增长。综上，2018年上半年公司磁性材料产业实现销售收入153,537.95万元，同比增长22.95%。 

（2）太阳能光伏产业技术领先、产能释放、盈利增长； 

2018年上半年，全球新增装机量与去年同期对比略有增长，公司太阳能事业部继续坚持专注晶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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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聚焦电池组件，优先发展单晶、多元市场布局，500MW高效单晶电池片生产线实现了超产能

释放，PERC单晶电池片量产转化效率突破21.8%，达成了“应收少、存货低、开工满、利润好”的经

营目标。 

公司光伏系统开发部仍然根据“地面电站投建打基础，分布式EPC业务促发展”的工作导向，围

绕“巩固本地、适当扩张”的开发思路，提升本地市场占有率，多区域推广“光伏贷”金融合作模式，

采用多渠道业务开发模式，多地区承建分布式EPC工程，全力做好分布式光伏项目的开发、建设及管

理工作。 

综上，2018年上半年公司太阳能光伏产业实现销售收入142,081.85万元，同比增长4.80%。 

（3）新能源电池产业技术先行、力拓市场、蓄势待发。 

2018 年上半年，新能源电池产业受益于下游行业的增长出货量再续增长，公司新能源事业部主要

对乘用车电池、电动自行车类电池、高端数码类电池、电动工具电池几款产品进行开发定型。同时，

积极开拓市场，完成多个车型公告及推荐目录的相关工作，并加大了电动工具和电动自行车的市场拓

展力度。随着公司新能源动力电池和非动力电池市场的同步拓展，新能源电池业务有望迈入生产运营

的正轨。综上，2018 年上半年公司新能源电池产业实现销售收入 5,359.66 万元，同比增长 44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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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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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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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方式 股权处置时点 处置日净资产 期初至处置日 

净利润 

赣州市新源稀土废料回收有限公司 清算注销 2018 年 3 月 0.00 0.00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何时金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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