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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66                  证券简称：瑞泰科技                     公告编号：2018-008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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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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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琼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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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57987966 010-57987959 

电子信箱 dongm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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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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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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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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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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元） 2,176,605,410.02 1,755,377,466.75 24.00% 1,845,466,91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15,174,604.98 25,238,382.33 -39.87% -79,959,839.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4,716,593.49 -24,395,920.00 -1.31% -94,036,623.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193,741,083.96 133,481,962.47 45.14% 17,717,997.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57 0.1093 -39.89% -0.34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57 0.1093 -39.89% -0.34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7% 6.60% -2.83% -19.51%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5 年末 

总资产（元） 3,664,573,623.03 3,388,411,475.07 8.15% 3,510,650,90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408,621,610.64 395,002,536.92 3.45% 369,764,15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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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072,283.90 486,608,217.46 530,345,693.51 719,579,215.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343,602.68 120,519.43 2,030,925.94 7,679,55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20,063.83 719,743.75 1,687,861.46 -30,444,262.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3,568,326.34 -12,456,753.55 -48,475,961.36 151,105,47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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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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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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54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4,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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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院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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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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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玉 
境内自然

人 
1.09% 2,510,800    

幸福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万能

险 

其他 0.66% 1,529,300    

彭蔓莉 
境内自然

人 
0.45% 1,050,079    

王星雨 
境内自然

人 
0.38% 868,900    

韩红菊 
境内自然

人 
0.35% 801,319    

洪卫民 
境内自然

人 
0.30% 700,000    

宁红霞 
境内自然

人 
0.28% 64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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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红霞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 1819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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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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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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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国内经济形势稳中向好，耐火材料的下游玻璃、水泥、钢铁行业出现回暖，

但受到国家环保治理致使原材料涨价的影响，耐火材料企业运营成本压力剧增，加之耐火材

料价格调整在下游行业仍有阻力，耐火材料企业成本压力加大，经营仍然困难重重。公司面

对困难，采取了系列有效措施，不仅保证了公司的正常运营，同时实现了稳定增长。 

公司借力压减层级，重新规划战略布局，对公司存在的低效企业采用减资、吸收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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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转让等方式进行优化，提高了公司管理效率；坚持“价本利”原则，通过“稳固既有市

场、布局潜力市场、挖掘优势市场”，调整产品价格，选择优质合同，维护战略客户，缓解

了因原材料涨价和交货期带来的压力，保证了生产和交货的顺利进行；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发展高端产品推广市场应用，公司市场竞争力得以提升；强化预算管理、降低生产成本，严

控非生产性开支，经营效益有所提高；根据公司主业发展需要，引入优质合作方马钢集团，

合资设立瑞泰马钢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进一步增强了公司的规模实力，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和影响力。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77亿元，同比增长24.00%，实现利润总额5614.70

万元，同比增长109.54%，玻璃、水泥、钢铁三大业务板块的经营业绩得到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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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440,799.88 30,009,267.93 24.69% 4.07% 17.70% 0.37% 

水泥窑用耐火

材料 
693,167,673.88 -12,970,290.82 28.57% 9.48% 59.59% -0.40% 

钢铁用耐火材

料 
879,398,972.71 22,620,012.98 18.40% 46.13% 438.01%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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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77亿元，同比增长24.00%，实现利润总额5614.70万元，同比

增长109.5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17.46万元，同比下降39.87%。 

（2）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9.54%，主要原因是：公司加大市场开发力度， 

玻璃窑用耐火材料、水泥窑用耐火材料、钢铁用耐火材料、耐磨耐热材料营业收入均有增长，

其中玻璃窑用耐火材料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07%，水泥窑用耐火材料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9.48%，钢铁用耐火材料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6.13%，耐磨耐热材料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9.77%。

同时，公司加大货款回收力度，应收账款金额下降，使本期资产减值损失较2016年减少3,335.0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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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39.87%，主要原因是公司下

属子公司多为控股公司，存在少数股东权益，而非经常性损益大部分是湘潭分公司产生，且

较2016年有较大幅度下降，尽管2017年公司利润总额较2016年有较大增加，仍导致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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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企业

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

终止经营》，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

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2017

年6月12日起施行，对于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

年1月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

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执行上述三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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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和“终止经营

净利润”。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本年金额43,095,209.66

元，上年度金额18,765,420.58元。 

（2）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不

再计入营业外收入。比较数据不调整。 

其他收益：7,482,770.71元 

（3）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将部分原列示

为“营业外收入”的资产处置损益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

益”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资产处置收益本年度31,219,390.80元，上年度

35,379,70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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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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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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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设立控股子公司瑞泰马

钢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与马钢（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钢集团”） 

共同出资设立瑞泰马钢。瑞泰马钢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其中：公司现金出资 12000 万元，

占注册资本 60 % ；马钢集团现金出资 8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40 %。详见公司于2016年5

月17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 关于设立瑞泰马钢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

公告》。 该事项已经2017年6月2日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瑞泰马钢于

2017年7月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2、报告期内，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会议批准，同意公司受让安徽瑞泰持有的开源耐磨

51.02%的股权，受让完成后开源耐磨成为瑞泰科技的直接控股子公司。2017年10月27日，开

源耐磨完成了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报告期内，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批准，同意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湘潭瑞

泰进行吸收合并。2017年9月29日，湘潭瑞泰完成了相关的工商注销登记手续。 

4、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瑞泰公开挂牌转让其所持的安徽瑞泰科技窑炉建筑安

装有限公司全部股权，于2017年12月25日完成了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5、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华东瑞泰吸收合并其子公司无锡双木，于2017年12月22

日完成了相关的工商注销登记手续。 

 

（4）对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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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曾大凡  

2018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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