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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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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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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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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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752741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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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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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海磁材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300224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宋侃

孙伟南、于在海

办公地址

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汕头大街 9 号 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汕头大街 9 号

传真

0535-6397287

0535-6397287

电话

0535-6397287

0535-6397287

电子信箱

dmb@zhmag.com

dmb@zhma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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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16年，公司 “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新能源汽车电机驱动系统”双主营业务的发展模式保持了较
好的发展势头。
1、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业务
钕铁硼永磁材料与其他永磁材料相比，具有高剩磁、高磁能积、高内禀矫顽力的特点，是目前世界上
发现的永磁材料中磁性能最强的一种。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是指以速凝甩带法制成、内禀矫顽力Hcj
（KOe）及最大磁能积（BH）max（MGOe）之和大于60的烧结钕铁硼永磁材料（定义来自于《中国高新技术
产品目录2006》）。
公司产品的下游应用领域包括风力发电、汽车EPS、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节能电梯、节能环保空调、
消费电子等。
2、新能源汽车电机驱动系统业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大郡是国内专业从事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
新技术企业。新能源汽车电机驱动系统作为新能源汽车的主要执行结构，是新能源汽车三大核心系统(电
池、电机、电控系统)之一，相当于传统汽车的发动机，具有较高的技术难度及制造门槛。上海大郡一直
承担着国家“863”重大专项课题的研究，在电机及其控制领域拥有一系列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在
奥运会及“十城千辆”项目中投入示范运营。下游主要客户包括：北汽、广汽、东风、上汽、吉利、众泰、
金旅、银隆、安凯等国内主要汽车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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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营业收入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1,587,612,035.77

1,365,837,103.09

16.24%

769,043,911.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0,894,034.37

157,679,507.53

21.06%

113,071,824.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1,452,170.31

143,418,255.57

19.55%

110,693,513.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994,602.45

115,156,716.51

-145.15%

-71,289,028.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

0.32

18.75%

0.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8

0.32

18.75%

0.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90%

8.58%

0.32%

7.85%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3,206,693,672.80

2,938,172,615.71

9.14%

2,050,110,894.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63,570,415.21

2,032,718,015.60

11.36%

1,492,540,81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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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336,256,536.99

387,781,450.28

392,346,129.34

471,227,919.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786,457.61

41,107,172.53

39,398,232.16

78,602,172.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384,256.04

33,995,022.94

37,964,084.48

68,108,806.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103,582.90

5,978,766.20

-97,739,979.51

24,663,02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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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20,901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表决
21,201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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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海集团有限 境内非国有
公司
法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53.18%

269,188,336

境内自然人

3.22%

16,322,000

明绚新能源技
境内非国有
术（上海）有限
法人
公司

1.74%

8,788,461

全国社保基金 境内非国有
六零二组合
法人

1.33%

6,713,844

全国社保基金 境内非国有
四一三组合
法人

0.84%

4,267,000

东莞信托有限
公司－东莞信
境内非国有
托·汇信－惠正
法人
稳健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0.67%

3,380,000

全国社保基金 境内非国有
一零六组合
法人

0.63%

3,190,535

大成价值增长 境内非国有
证券投资基金 法人

0.61%

3,093,227

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 境内非国有
公司－传统－ 法人
普通保险产品

0.60%

3,049,657

中国工商银行 境内非国有

0.50%

2,528,537

郑坚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数量
51,000,000

8,788,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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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实策略增 法人
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正海集团有限公司与郑坚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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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的说明
人情形,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亦不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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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波海

曲祝利

王文哲

王庆凯

赵同凯

郭焕祥

刘自军

44.7689% 12.2173% 11.5510% 11.5510% 5.1002%

4.6488%

3.3876%

3.3876%

3.3876%

陈学忠

丁学连

正海集团有限公司

53.18%

烟台正海磁性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56%

100%

江华正海五矿新
材料有限公司

正海磁材欧洲有限公司

100%

烟台正海精密合
金有限公司

85%

88.6750%

上海大郡动力控制
技术有限公司

15%

上海郡正新能源动
力系统有限公司

5、公司债券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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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国家继续加大对稀土行业的规范治理，努力改善稀土行业产能过剩局面，在市场因素和产业
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全年稀土价格呈低位震荡格局。2016年一季度，大部分冶炼分离企业停产检修，市场
成交清淡；2016年二季度，特别是2016年4月上旬，商业储备正式启动，提振了市场信心，主要稀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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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开始回升；2016年三季度，下游需求持续低迷，稀土市场进入下行通道；2016年四季度，稀土价格低
位企稳。受主要原材料稀土金属价格普跌及公司下游变频空调、风电、电梯等行业竞争加剧的影响，公司
2016年磁性材料产品的销售均价相较去年出现下降。
报告期内，受中国北方地区 “弃风限电”和南方地区装机放缓的影响，公司对风电行业的发货量同
比出现下降，公司根据下游市场需求变化主动调整产品结构，积极开发汽车应用市场这一新兴领域，在新
能源汽车驱动电机以及汽车EPS等领域取得了较大的增长。同时公司加强了对费用支出的控制，期间费用
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报告期内，公司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下降6.54%，净利润较
去年同期上升17.68%。
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下，从2014年开始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期，2015年，中国新
能源汽车产销量大幅增长。2016年，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新能源汽车生产51.7万辆，销售50.7万
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51.7%和53%，2016年的产销量增幅较2015年有所下降。报告期内，由于受到国家
“严查骗补”、电池规范目录调整、新能源专用车推荐目录迟迟未能出台等国家政策的影响，新能源汽车
市场虽然同比仍保持较高增速，但增速不及预期，导致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大郡报告期内在商用车方面的
销量受到一定影响，增长较为缓慢。
为了顺应国家补贴逐步退坡的政策导向并不断提升新能源汽车的市场竞争力，在新能源汽车产量快速
增长的带动下，整体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都必然要持续的 “降成本”。因此公司在新能源汽车驱动系统领
域的产品售价和综合毛利率较去年同期均出现下降。上海大郡充分利用自身在乘用车领域的技术和市场在
位优势，持续加大研发创新力度，重点做好供应保障和降本增效工作，在市场开拓方面主动出击，克服了
产品售价普遍下降的不利因素，销售收入和销量继续保持较高增长，进一步提升了行业地位。报告期内，
上海大郡的营业收入较2015年度上升46.57%，净利润较2015年度上升27.98% 。
公司报告期内共实现营业收入1,587,612,035.7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6.24%；实现营业利润
183,820,818.0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56%；实现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0,894,034.37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21.06%。
报告期内，公司开展的重点工作如下：
1、聚焦战略市场，提升行业地位
公司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秉承“高端定位，互利共赢”的商业模式，实施差异化竞争策
略，继续提升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产品在目标市场的渗透度，不断扩充客户集群，调整产品结构，积极
开发汽车应用市场新兴领域，优化公司的产品结构、客户结构，扩大销售规模、提升行业地位。上海大郡
主动优化市场销售机制，进一步突出以客户为中心，加强客户体验的价值导向，在巩固原有客户市场份额
的同时大力拓展新市场领域和客户群体，行业地位稳步提升。
2、坚持技术导向，以高质量产品引领市场
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支持技术持续创新，不断提升解决高端客户重点需求的能力，以技术优势引
领市场，在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产品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开发方面不断进取；上海大郡在新能源
汽车电机驱动系统的新技术储备、产品升级换代、新品开发等方面持续提升，增强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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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新增授权专利10项，其中发明专利9项（含2项欧洲专利、1项日本专利），实用新型专利1项。截
至2016年年底，公司共有有效专利63项，其中，发明专利21项，实用新型专利42项；正在审查中的专利共
14项，均为发明专利。
公司与时俱进，向国际一流客户看齐，提升产品性能质量的领先优势，持续满足高端客户需求，以提
升公司的持续竞争力。
3、启动非公开发行股票融资，助力公司快速发展
2016年，公司启动了向正海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山东省
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上海汽车集团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共五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在报
告期内，公司完成了材料申报及对中国证监会反馈意见的回复等工作。2016年9月28日，中国证监会创业
板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公司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2017年1月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
的《关于核准烟台正海磁性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截至2017年1月12日，公募集资
金已全部到账，并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4、注重人才吸引与培养，打造高效团队
公司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将201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的1,143,244股股票授予58名激励对象，授予日为2016年4月21日。预留限制性
股票的授予有利于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经营者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为企业发
展注入新的活力。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完善绩效管理机制，优化基于战略、业务需要和员工能力提升的培训机制，为公
司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5、设立控股子公司，推动产业布局
公司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上海大郡共同投资设立了上海郡正
新能源动力系统有限公司。进一步提升了公司在新能源汽车电机驱动系统领域的核心竞争力，推动公司产
业布局及战略规划的顺利实施。
6、深入精益管理，工艺不断改善，降本增效常抓不懈
报告期内，公司深入开展精益管理、降本增效工作，从品质管理、采购与库存管理、节能降耗和自动
化改造等方面，通过全员参与共同努力，进一步确立公司的质量和成本的领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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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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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钕铁硼永磁材料

873,396,129.64

158,245,355.51

25.76%

-6.54%

8.54%

0.07%

新能源汽车电机
驱动系统

714,215,906.13

32,361,158.72

27.32%

65.58%

20.53%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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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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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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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控股子公司上海郡正的设立工作，上海郡正自2016年12月5日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公告编号：2016-11-05）。
烟台正海磁性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秘波海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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