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0970                           证券简称：中科三环                           公告编号：2017-002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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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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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0652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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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三环 股票代码 000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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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寅鹏 田文斌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66 号甲 1 号楼

27 层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66号甲 1号楼 27

层 

传真 010-62670793 010-62670793 

电话 010-62656017 010-62656017 

电子信箱 security@san-huan.com.cn twb@san-huan.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经营范围是钕铁硼永磁材料及其他新型材料、各种稀土永磁应用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以及有关技术咨询、服务，

工业自动化系统，计算机软硬件产品的技术开发、生产，销售自产产品。 

公司主要从事钕铁硼稀土永磁材料和新型磁性材料及其应用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利用钕铁硼永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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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制造的电子元器件。凭借优越的性能，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计算机、家电、风电、通讯、医疗、汽车等领域。公司的经

营模式是从事钕铁硼稀土永磁材料和新型磁性材料研发、生产和销售，业绩驱动模式为开拓磁材产品的市场和应用领域。报

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产品、经营模式和业绩驱动因素等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所处行业为永磁材料制造业中的钕铁硼永磁材料制造业，主要产品为应用钕铁硼永磁材料制造的电子元器件。根据

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行业类别为电子元器件制造业。按成分和磁性等特点划分，永磁材料可

分为稀土永磁材料、铁氧体永磁材料和其他永磁材料三大类，其中，稀土永磁材料以钕铁硼永磁材料为代表。稀土永磁材料

自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钕铁硼1983年问世以来，就以其高磁能积和高矫顽力等优异特性，在现代产业发展中得到广泛应用。

按生产工艺划分，钕铁硼永磁材料可分为烧结钕铁硼和粘结钕铁硼。公司同时生产烧结钕铁硼和粘结钕铁硼，是目前国内稀

土永磁领域的领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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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3,540,901,424.98 3,502,345,753.79 1.10% 3,885,115,627.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6,593,071.14 274,763,529.25 15.22% 296,069,814.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5,201,042.50 255,530,900.28 15.52% 264,158,078.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6,237,028.08 433,524,770.18 -20.13% 238,577,140.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0 0.260 15.38% 0.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0 0.260 15.38% 0.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91% 7.23% 0.68% 8.19%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总资产 5,589,731,985.76 5,321,050,056.94 5.05% 5,386,391,311.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120,805,457.64 3,895,006,718.58 5.80% 3,710,785,189.3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90,425,512.12 879,850,089.68 879,106,014.93 991,519,808.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578,631.77 90,061,709.07 78,840,145.79 85,112,58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1,422,918.43 84,782,175.54 77,000,412.76 71,995,535.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0,154,429.63 37,957,394.49 198,055,707.96 -89,930,5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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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380 年度报告披露日 86,001 报告期末表决权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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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总数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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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三环新材

料高技术公司 
国有法人 23.17% 246,853,272    

TRIDUS 

INTERNATION

AL INC 
境外法人 4.16% 44,259,299  冻结 670,000 

TAIGENE 

METAL 

COMPANY 

L.L.C 

境外法人 3.78% 40,231,812    

宁波联合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89% 30,750,728    

江天 境内自然人 1.24% 13,199,895    

宁波电子信息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2% 10,905,000  冻结 10,905,00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

夏新经济灵活

配置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84% 8,912,442    

孙祯祥 境内自然人 0.56% 5,992,4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48% 5,121,10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银华中国梦

30 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44% 4,712,80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公司第 1、2、3、4、6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更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2、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有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更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形。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1、公司第 5 名股东通过融资融券持有公司股份 13,199,895 股；2、公司第 8 名股东通过融资

融券持有公司股份 5,952,4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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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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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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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债券情况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本公司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年度报告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风险因素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面对行业产能过剩和宏观经济乏力的困难，公司通过多种举措来保障公司正常运营，全年生产经营情况较为

平稳；加大了高端市场的开发力度，积极开拓产品新的应用领域，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在技术投入和研发创新方面，公司

的研发部门和研发人员继往开来，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为了使公司能够长期、稳定、

健康地发展，领先布局新工艺和新技术，公司开展了相应的对外投资；公司密切跟踪原材料市场的变动，采取有效措施保障

公司原材料供应；在人才培养、社会责任、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1、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面临行业产能过剩和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双重压力。在这一严峻的形势下，公司以客户需求为主导，以

精细管理为基础，以技术改造为动力，加大高端市场的开发力度，积极开拓产品新的应用领域，调整产品结构，培育新的利

润增长点，不断加大技术投入和研发创新力度，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报告期末，公司的总资产为558,973.2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05%；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为412,080.55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5.80%。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主营收入354,090.1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0%；利润总额为50,716.46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15.20%；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9,520.1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22%。 

2、报告期内公司创新和研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针对低碳经济、工业智能化和智能家电等领域的重大需求，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

家电、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等关键应用领域，研究院和各生产基地研发团队紧密配合，大胆创新，在“十二五”以来承担的

国家863计划新材料领域重大专项等国家、地方科技项目及企业自立项目的研究积累和技术成果基础上，实现了大量新产品

的中试验证和批量生产。               

在烧结钕铁硼磁体领域，通过晶粒细化、晶界扩散（降低重稀土用量）等稀土永磁生产新工艺的研发和攻关，磁体综合

性能不断提升，以适用新能源汽车、计算机硬盘驱动器等特殊环境的要求。同时为满足家用玩具等特殊市场的应用，推动稀

土资源综合利用，公司还研发了含有铈（Ce）、混合稀土等稀土的低成本稀土永磁体。 

在粘结磁体领域，通过各向异性磁粉粒度调整和表面处理，并优化粘结剂组合和磁粉—粘结剂混炼工艺，改善磁体的磁

粉填充比、粉末流动性、热加工抗氧化性及磁粉取向和高密度成形性。并在此基础上，开发用于节能和精密控制电机所需的

高性能各向异性粘结稀土永磁材料及其产业化关键技术，成功实现新能源汽车和机器人用高性能、高性价比各向异性粘结稀

土永磁材料的产业化。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专利申请总量达520余件，专利授权量约320余件，其中授权的发明专利约110余件。专利内容涉及

成份配方优化、生产工艺改善、设备改型、装置完善、表面处理方法改进等钕铁硼材料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基本涵盖了

稀土永磁材料制造的全部核心技术，对公司高档钕铁硼磁体质量的改善和领先优势的保持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 

3、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投情况 

报告期内，为推动公司更好更快的发展，领先布局新工艺、新技术，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科宁达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科宁达”）以现金出资1560万元，投资参股浙江康盈磁业有限公司，投资完成后，科宁达将持有康盈磁业20%的股权。 

报告期内，公司与日立株式会社在江苏南通合作设立的合资公司“日立金属三环磁材（南通）有限公司”历经商务部反垄

断局审查、资产评估、节能、立项及环评审批等一些列审批手续后，于2016年9月1日顺利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取得营业执照。

根据发展计划，合资公司将于2017年4月初正式运营。 

4、报告期内原材料情况 

报告期内，稀土价格总体平稳，按时间发展呈“倒抛物线”走势，钕铁硼用主要稀土产品价格于三季度位于低位，至四季

度逐渐小幅回升。 

2016年我国稀土供给量约为16.8万吨，而国家每年配额指标仅为10.5万吨左右，黑稀土至少在6.3万吨，占合法供给的

60%。四季度工信部与国土资源部、公安部、环保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工商总局、安监总局等八部委联手组织开展了

打击稀土违法违规行为新一轮专项行动。 

2016年10月份工业和信息化部编制发布的《稀土行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提出了“强化资源和生态保护，促进

可持续发展”、“支持创新体系和能力建设，培育行业新动能”、“推动集约化和高端化发展，调整优化结构”、“加快绿色化和

智能化转型，构建循环经济”、“推动利用境外资源，加强国际合作”、“打造新价值链，实现互利共赢”等6大重点任务，《规

划》作为“十三五”时期稀土行业发展的专项规划，将科学指导稀土行业发展，推动稀土产业整体迈入中高端。 

5、报告期内公司注重资源综合利用和节能降耗 

报告期内，公司遵守国家和地方的环境法规，与社会共同发展，保护自然环境，做到达标排放；公司进一步提升稀土资

源的利用率，加强废粉、废料、氢气回收和处理等工作；公司继续倡导节能降耗，进行能源审核工作，使能源规划更加合理，

进一步减少生产过程中能源的消耗，提高公司的能源利用水平。通过资源和能源的综合利用，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经济效益，

提高竞争力。 

6、报告期内公司提升内部管理水平、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强化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公司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控体系，各子公司结合自身实际，建立

了自身相适应的内控体系；风控办公室和内控办公室按照公司统一部署，进一步加强经营风险管理，对重点风险制定了相应

的控制措施并监督执行情况，有效的保障公司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提高了公司经

营效率和效果。 

7、报告期内公司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企业文化建设 

公司历来注重企业和社会、企业和员工同步发展。自发布《中科三环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准则》以来，公司在企业社会责

任建设上逐步完善、持续改进。 

公司努力将制造过程中产生的对自然环境的不良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公司环境推进委员会提出了“服务社会、锐意创

新、绿色节能、和谐发展”的环境理念。公司所辖工厂一直致力于绿色生产体系的建立和维护改善，公司也持续保有SONY、

松下等公司绿色伙伴资格。在致力于生产达到符合欧盟RoHS等环境标准的绿色产品的同时，确保消费者的安全和健康。几

个工厂还在多年的努力和坚持下，获得“全国清洁生产示范单位”的荣誉。 

公司积极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回报社会，促进和谐，树立承担社会责任的良好企业形象。 

公司安全领导小组依据公司的内外部环境，定期举办各类安全培训及演练，形成经营安全、持续改善的独特文化氛围。

在北京总部各办公室同志都争当安全员，将安全检查日常化、标准化、规范化。公司荣获“安全先进管理、保卫保密工作先

进单位”称号。 

多角度构建企业文化、深层次凝聚企业精神，是公司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在员工中牢固树立起“诚信勤勉、创新实

干”的核心价值标准。多年的努力，天津、北京和上海工厂及总公司分别创办了“企业文化宣传报”，受众覆盖3000多位员工；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宁波工厂在总公司的协助下，改选了工会委员会，并组织了600多员工参与企业文化活动。公司致力营造独特的人文氛围，

竭尽所能关注每位员工，充分表彰激励骨干员工，为企业稳定发展、再创辉煌打下良好基础。 

作为企业文化对外宣传主要载体的企业宣传栏、报纸《中科三环人力资源专刊》和书籍《青年强则三环强》（优秀人才

演讲合集），都将视角对准一线普通员工，记录下他们感人的瞬间，激励和关爱着每位忠诚三环事业的普通人，更广阔地弘

扬创新求是文化。这种丰富的企业文化活动与立体的企业文化宣传结合的模式得到公司员工极大认可，并受到上级多家单位

的一致肯定。 

8、报告期内公司注重员工的稳定、培育和激励 

公司遵守国家劳动法规，每年能通过劳动社保年检，依法办理劳动合同及社会保险；遵守国家安全生产法规和职业病防

治法，考虑并实施人员、财产、信息的安全和改善工作环境。公司每年全员进行健康体检和职业病体检。 

公司将优秀人才的选拔作为补充企业骨干力量的重要途径。公司注重骨干人才的稳定与培育，建立了适合企业发展阶段

的人才选拔、任用与考核激励机制。公司虽处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但多年坚持完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即使在市场低迷的影

响下也未主动裁员，公司获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财政部联合给予的“稳岗补贴”的奖励。 

公司的培训上了一个大台阶，从内容上，多地区陆续开展人数众多的集中面授培训，针对工厂中高层管理者开设管理精

品班，定期将各种先进管理理念输送到生产一线。从方法和形式上，公司在多年青年骨干职业化塑造培训的基础上，自主研

发搭建起随时随地、分门别类的网络教育培训平台，及时快速地将优势的培训资源覆盖到每位员工。公司网络教育平台不仅

得到公司领导和员工的高度认可，课程内容在部分企业作为骨干员工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和职称评审笔试的专业考题内容，

而且还得到中科院行管局等单位领导的推荐使用。公司不仅一直将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培训项目作为企业内训的重点，而且引

进先进管理方法提高员工工作绩效，并将员工的能力培训、知识培训、技能培训和安全培训常态化、标准化，体现出公司“以

人为本、激励创新”的经营理念。 

9、报告期内，公司产品的市场份额、市场排名、产能和产量及销量、销售价格、成本构成等均变化不大，详细情况可

查询公司2016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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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材产品销售 3,526,581,050.89 2,655,283,470.43 24.71% 1.22% -0.54% 1.33% 

电动自行车 4,256,974.35 3,392,128.07 20.32% -33.51% -39.42%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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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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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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的规定，2016年5月1日之后发生的与增值税相关交易，影响资产、负债

等金额的，按该规定调整。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

印花税等原计入管理费用的相关税费，自2016年5月1日起调整计入“税金及附加”。 

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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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公司中科三环盂县京秀磁材有限公司因资不抵债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不受母公司控制，因此本期不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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