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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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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和应对措施，敬请查阅公

司 2021 年年度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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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

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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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6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尚未实现盈利 

□是 √否  

7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

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60元（含税），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80,000,000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52,800,000.00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占2021年度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34.75%。公司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

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8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大地熊 688077 无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董学春 王兰兰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庐江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 

安徽省合肥市庐江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 

电话 0551-87033302 0551-87033302 

电子信箱 dong@earth-panda.com dong@earth-panda.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 主要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情况 

1、高性能烧结钕铁硼永磁材料业务 

公司专注于高性能烧结钕铁硼永磁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高性能烧结钕铁硼永磁材

料具有高磁性能、高矫顽力、高服役特性等特点，主要应用于汽车工业、工业电机和高端消费类

电子等节能环保和智能制造领域，如汽车 EPS、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节能电机、节能家电、

工业机器人、5G、3C 产品等领域。 

 

2、橡胶磁和其他磁性制品业务 

橡胶磁系混合了磁粉、铁粉与合成橡胶的柔性磁体，可加工为条状、卷状等复杂形状，主要

应用于文具、玩具、马达磁条和白色家电等。其他磁性制品主要系应客户需要所外购外销的钐钴、

粘结钕铁硼等其他磁性制品。 

 

(二) 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主要采取“以产定购、批量采购”的采购模式。一方面，采购部负责对合格供应商名单

进行动态更新与管理；另一方面，生产部根据订单情况安排生产计划并编制原辅材料计划表和请

购单，由采购部择优选取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原辅材料到厂后由品质部检验、检验合格方可

入库。公司烧结钕铁硼永磁材料的主要原材料是以稀土金属为主要成本构成的钕铁硼速凝薄带合

金片。 

2、生产模式 

公司主要采取以销定产的模式开展生产管理。生产部根据销售部门下达的订单和坯料库存情

况制定生产计划，并将生产任务、产品质量要求下达到具体车间和工段上，品质部和仓库负责半

成品及成品的评审检验和放行入库。公司烧结钕铁硼永磁材料的生产工艺流程主要包括配料、氢

碎、制粉、成型、烧结、性能检测、机加工、表面处理、包装检验等，公司在机加工环节适度采

取委外加工方式。 

3、销售模式 

根据客户是否为公司产品的终端客户，公司产品销售分直销和经销两种模式。公司当前已形

成直销为主、经销为辅的销售渠道格局。 

（1）直销模式 

公司与产品的终端客户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或销售订单，根据客户对产品规格、性能、数量、

交期等不同需求提供定制化的产品生产销售及后续服务。该模式下的主要客户为境内外汽车工业、

工业电机和消费类电子等行业的设备制造商或其配套企业。 

（2）经销模式 

公司经销模式主要在拓展境外市场的过程中形成。公司通过经销客户将产品销售给终端客户，

该模式下全部为买断式销售。针对公司下游行业的境外市场格局，基于提升客户开发效率、降低

公司内部管理及客户维护成本的考虑，公司亦借助区域市场的经销客户在本土化经营方面的区位

优势拓展海外市场。该合作模式为公司迅速开拓国际市场、树立品牌美誉度提供了便捷途径。 

 

(三) 所处行业情况 

1. 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主要技术门槛 

公司所处行业为稀土新材料行业中的烧结钕铁硼永磁材料细分行业，公司以生产高性能烧结

钕铁硼永磁材料为主。钕铁硼永磁材料号称“磁王”，是目前综合性能最优、产量最高、应用最为

广泛的稀土永磁材料；高性能烧结钕铁硼永磁材料属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关键功能材料、

关键基础材料和关键战略材料。其上游行业主要为稀土开采、冶炼和分离，下游行业主要为清洁



能源、节能环保和智能制造等高端应用领域，如汽车 EPS、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节能电机、

节能家电、工业机器人、5G、3C 产品等领域。 

高性能烧结钕铁硼永磁材料生产的关键在于材料配方设计、生产设备改进、系统流程优化和

工艺过程监控，对产品的质量、性能和一致性要求很高，因此产品制造工艺流程的开发与持续优

化存在较高的技术壁垒。 

报告期内，随着新能源汽车的逐步渗透，以及风力发电、工业电机在“双碳”内生需求下的

永磁直驱化，带动了我国高性能烧结钕铁硼永磁材料行业快速发展。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中国稀土行业协会理事单位、

中国稀土行业协会磁性材料分会副会长单位、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是国内领先

的高性能烧结钕铁硼磁体制造商。 

技术研发方面，公司拥有全过程气氛控制、新型磁场取向成型、晶界扩散调控、绿色高效表

面防护、钕铁硼磁体再制造等关键技术；主导制定国家标准《再生烧结钕铁硼永磁材料》和行业

标准《废旧烧结钕铁硼磁体再生利用技术规范》，参与制定国家标准 11 项、行业标准 2 项、团体

标准 2 项；取得发明专利授权 56 项，技术实力位居行业前列。同时，公司正在建设行业唯一的“稀

土永磁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拥有“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等国家级创新平台，通过创新平台建设不断提升公司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能力。 

市场方面，公司的销售范围、客户群体逐步扩大，公司通过了德国大陆、德国舍弗勒、美国

耐世特、巨一科技、精进电动、双林股份等国内外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及零部件制造厂商的认证

并批量供货，和中国中车、德国舍弗勒、德国西门子、美国百得、日本牧田、日本松下、日本 CIK、

日本 SMC 等工业电机制造商保持了稳定的合作关系，荣获中国中车 2020 年度最佳供应商奖、SMC

（中国）有限公司 2020 年优秀供应商奖，具有国内领先的市场地位。 

随着公司持续研发创新，产能规模稳步提升，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公司在高性能烧结钕铁硼

永磁材料的行业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3. 报告期内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无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2,218,440,841.37 1,458,312,604.80 52.12 783,874,938.2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049,037,626.87 913,277,639.18 14.87 371,153,478.12 

营业收入 1,654,565,278.08 782,160,957.71 111.54 630,951,036.4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51,942,997.56 52,201,514.99 191.07 57,995,052.5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28,578,978.81 34,116,654.55 276.88 45,815,882.12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29,376,425.82 34,493,001.94 -475.08 52,405,316.68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5.68 8.74 增加6.94个百分点 16.7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90 0.76 150.00 0.9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90 0.76 150.00 0.97 

研发投入占营业

收入的比例（%） 
5.83 4.35 增加1.48个百分点 5.07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94,715,538.66 428,642,361.79 423,476,501.51 507,730,876.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0,140,219.57 36,480,970.35 38,469,783.36 46,852,02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24,861,718.13 33,016,081.20 34,079,201.67 36,621,977.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801,590.64 -119,583,196.55 -20,261,075.54 16,269,436.91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62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766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包 含

转 融

通 借

出 股

份 的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熊永飞 0 30,327,000 37.91 30,327,000   冻结 200,000 
境内自

然人 

曹庆香 0 5,400,000 6.75 5,400,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安徽高新金通安益

股权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1,195,785 4,804,215 6.01 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谭新博 -1,280,000 4,000,000 5.00 0   无   
境内自

然人 

陈春生   1,800,000 2.25 0   无   
境内自

然人 

衣晓飞 -470,000 1,450,000 1.81 0   无   
境内自

然人 

华泰证券资管－张

钧－华泰尊享稳进

39 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1,280,000 1,280,000 1.60 0   无   其他 

陈静武 -360,000 1,080,000 1.35 0   无   
境内自

然人 

赖满英 -1,399,875 1,000,125 1.25 0   无   
境内自

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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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7,092 877,092 1.10 0   无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熊永飞、曹庆香系夫妻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拓海外市场，稳步推进产能规模提升和生产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2021 年 1 月，公司为进一步开拓亚洲市场，在日本东京设立全资子公司；2021 年 8 月，公司对安

徽宁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 11,398 万元、持有其 75%股权，完成工商登记并更名为“大地熊（宁

国）永磁科技有限公司”，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2021 年 8 月，公司与北方稀土对合资公司北方

稀土安徽公司同比例共同增资 9,036 万元（北方稀土出资 60%、公司出资 40%），用于扩大钕铁硼

速凝薄带合金片产能规模，目前已部分投产并发挥效益。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1500 吨汽车电机高性能烧结钕铁硼磁体建设项目”

按计划实施，截至 2021 年末已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8,945.04 万元；2021 年 6 月，大地熊包头公司

“年产 5000 吨高端制造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及器件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目前项目工程建设已过

半、设备购置正在进行中；2021 年 8 月，合肥本部投资建设的“高综合性能烧结钕铁硼永磁体及

器件研发与产业化项目”完成备案批复、规划、能评等手续。2021 年 9 月，大地熊宁国公司将利

用公司现有土地建设“年产 5000 吨高性能钕铁硼磁性材料”项目，目前项目已完成项目备案等手

续。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