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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66                   证券简称：瑞泰科技                      公告编号：2017-008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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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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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祥忠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张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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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泰科技 股票代码 002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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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爱华 成洁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五里桥一街一号院 27

号楼 

北京市朝阳区五里桥一街一号院 27

号楼 

电话 010-57987992 010-57987959 

电子信箱 zhah@bjruitai.com chj@bjruitai.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属耐火材料制造行业，从事定形和不定形耐火材料以及各类耐磨材料的研发、生产、

销售以及综合服务，产品服务于玻璃、水泥、钢铁以及有色、电力、石化等行业，主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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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熔铸耐火材料、烧成耐火材料、不定形材料以及各类耐磨材料等。公司业务分为玻璃行

业用、水泥行业用、钢铁行业用耐火材料三大业务板块。玻璃板块主要产品包括：熔铸耐火

材料、碱性耐火材料，主要用于平板玻璃、日用玻璃及其他特种玻璃窑体的砌筑，并可为用

户提供包括窑炉设计、材料配置、材料提供、技术咨询在内的成套服务；水泥板块主要产品

包括碱性耐火材料、铝硅质耐火材料和不定形耐火材料等，公司在该板块致力于推广总包服

务模式，即为客户提供从耐火材料的设计、选型、配置、供货、安装施工、技术改造、后期

维护的一站式综合服务；钢铁业务板块主要产品有炼钢系统用耐火材料、炼铁系统用耐火材

料、连铸用功能型耐火材料，产品品种较为齐全，同样可为用户提供总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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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5,377,466.75 1,845,466,915.08 -4.88% 2,089,511,118.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5,238,382.33 -79,959,839.08 131.56% 6,693,901.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395,920.00 -94,036,623.65 74.06% -8,812,179.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33,481,962.47 17,717,997.07 653.37% 130,223,230.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93 -0.3461 131.58% 0.02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93 -0.3461 131.58% 0.02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0% -19.51% 26.11% 1.50%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3,388,411,475.07 3,510,650,901.83 -3.48% 3,257,827,058.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95,002,536.92 369,764,154.59 6.83% 449,723,993.6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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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38,305,614.80 457,205,462.39 410,905,420.32 448,960,969.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762,460.82 350,623.52 22,289,557.91 -2,164,259.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94,082.58 -7,881,280.79 -10,398,974.21 -8,509,747.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5,278,922.40 -31,811,884.83 100,942,548.54 49,072,37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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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4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4,909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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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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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筑材

料科学研究

总院 

国有法人 40.13% 92,697,465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72% 6,278,900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长信量化

先锋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2.05% 4,742,329    

莱州祥云防

火隔热材料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7% 2,700,000  质押 1,350,000 

林爱芳 
境内自然

人 
0.37% 862,500    

李清瑞 
境内自然

人 
0.33% 757,700    

洪卫民 
境内自然

人 
0.30% 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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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聪伟 
境内自然

人 
0.30% 690,000    

钱井友 
境内自然

人 
0.25% 579,700    

夏国强 
境内自然

人 
0.24% 546,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亦未知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李清瑞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股数量为 757,700 股；蒋聪伟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

持股数量为 6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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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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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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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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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报告期内，我国总体经济形势出现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态势。耐火材料的主要下游行

业产量呈小幅增长，消耗类耐火材料需求量没有明显下降，但整体需求仍然不足；耐火材料

行业产量和利润下滑，收入增长也低于全国工业企业的平均水平；耐火材料企业运营仍然困

难重重。公司充分分析经济形势，调整经营思路和发展战略，强调经营工作以效益为中心，

以扭亏为目标，以改革为手段，大力开发市场，强化绩效考核，强化目标责任，严控各项开

支，实现降本增效。玻璃板块以市场为抓手，全面深化改革，全方位预算管理，生产基地、

营销团队和原料供应上下联动，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科研成果实现批量生产，最终实现扭亏

为盈。但在下游行业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影响下，公司水泥和钢铁板块的经营尚未摆脱困

境。 

2016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55亿元，实现利润总额2679.5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2523.8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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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窑用耐火

材料 
367,491,789.53 278,106,808.84 24.32% 23.28% 14.31% 5.94% 

水泥窑用耐火

材料 
633,122,293.53 449,681,638.39 28.97% -7.71% -6.77% -0.72% 

钢铁用耐火材

料 
601,786,174.20 473,381,628.25 21.34% -6.77% -7.72% 0.81% 

耐磨耐热材料 106,099,599.36 90,144,240.90 15.04% -42.39% -36.57% -7.79% 

锆英砂 34,276,302.22 31,131,066.31 9.18% 49.24% 48.34% 0.56% 

其他 12,601,307.91 10,962,586.98 13.00% 44.63% 51.53%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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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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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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55亿元，实现利润总额2679.5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2523.84万元。 

报告期，公司营业利润同比增长43.22%，主要原因是：公司加大玻璃市场开发力度，玻

璃窑用耐火材料业务板块经营业绩提升，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3.28%。同时，公司通过降本增

效等措施，销售费用同比减少2467.44万元，同比下降17.79%；管理费用同比减少1651.87万元，

同比下降7.86%；财务费用同比减少1241.20万元，同比下降12.08%。 

报告期，公司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58.2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131.56%，高于营业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启动了湘潭分公司土地、房屋、地面上的构

筑物及配套设施征收和补偿工作，形成资产处置收益3537.97万元。 

期末公司资产总额33.88亿元，同比下降3.48%，主要是公司紧抓货款回收，应收账款较

年初减少1.53亿元。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3.95亿元, 同比增长6.83%，主要是经营业绩

提升，未分配利润增加2523.8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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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 

财政部于2016年12月3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适用于2016

年5月1日起发生的相关交易。本公司执行该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 税金及附加 

（2）将自2016年5月1日起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

车船使用税、印花税从“管理费用”项目重分类至“税金及附加”项目，

2016年5月1日之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调 增 税 金 及 附 加 本 年 金 额

7,268,354.66元，调减管理费用本年

金额7,268,354.6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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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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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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湘潭瑞泰高级硅砖有

限公司100%股权和转让持有的湖南瑞泰硅质耐火材料有限公司66.1%的议案》，公司以湘潭

瑞泰2016年5月31日评估基准日的净资产值1,997.74万元作价向湖南瑞泰购买其持有湘潭瑞泰

100%股权，于11月30日取得湘潭瑞泰100%的股权。 

详见公司于2016年11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关于收购湘潭瑞

泰高级硅砖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公开挂牌转让持有的湖南瑞泰硅质耐火材料有限公司66.1%

股权的公告》。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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