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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是有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报告编制指引》的编制指引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 2019

年度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具体情况编制而成。本报告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了

公司在 2019年度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所做的具体工作和重要信息。2019 年公司在

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将履行社会责任融入到生产过程中，实现企业

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促进企业构建自身良好的社会形象。我们牢记职责与使命，

强化服务、着力创新机制，始终如一地重视公司的社会责任，为创造良好的企业

社会效益而努力。 

一、公司概况 

公司（原名有研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有研新材”）是由有研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简称“有研集团”）独家发起，

以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3月 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挂牌上市。注册资本 84,668.1332 万元，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 43

号。经营范围为稀有、稀土、贵金属、有色金属及其合金，锗和化合物单晶及其

衍生产品，以及半导体材料、稀土材料、稀有材料、贵金属材料、光电材料的研

究、开发、生产、销售；相关技术开发、转让和咨询服务；相关器件、零部件、

仪器、设备的研制；实业投资；进出口业务。 

有研新材控股或间接控股企业 24 家，其中规模较大的 5 家直接控股子公司

分别是有研亿金新材料有限公司（简称“有研亿金”）、有研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有研稀土”）、有研光电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有研光电”）、

有研国晶辉新材料有限公司（简称“有研国晶辉”）、有研医疗器械（北京）有限

公司（简称“有研医疗”）。 

截至 2019 年底，有研新材总股本 84,668.1332 万股，控股股东有研科技集

团持股 28,009.8368 股，占有研新材总股本的 33.08%。 

二、2019 年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在这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有研新材收获了



更多合伙伴及客户的信赖与认可。公司坚持把高质量发展贯穿于公司发展的全过

程。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和市场环境，有研新材深入研判市场需求，强化公司发

展目标，找准市场切入点，市场开拓全方位发力，国内外市场不断取得新进展、

新成效，多类产品销量创历史新高。充分发挥创新引领作用，持续激发科技创新

活力，集中力量建平台、聚人才、促转化，有力的科技支撑为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培育壮大主导产业、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提供了保障，多种产品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战略规划稳步推进，产业布局全面开花，经营业绩持续增长,我们用实际行动谱

写庆祝新中国 70华诞的新篇章。 

（一）公司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 

1、经济价值的创造 

公司全面完成 2019 年度经营业绩考核指标，营业收入达到 105 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超过 119.23%，利润总额 1.21 亿元，较上年增长 21.40%。公司实现

增加值（EVA）7,010 万元，同比增加 4,791 万元。公司归母净资产收益率超过

3.57%，较去年同期提高 31.06%。 

2019 年度公司积极履行纳税义务，及时足额缴纳税款，上缴税费总额 7,018

万元，为支持社会事业的建设、促进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战略和产业布局成果 

2019 年，是有研新材战略规划稳步推进，产业布局全面开花的一年。电板

块，成立有研朗洁（江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进军半导体零配件服务行业，充

分发挥有研新材在半导体领域已经具备的产品领先优势、品牌优势、客户资源优

势，实现了从半导体材料向服务的延伸，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产品和技术服务，

完善了电板块产业布局，开辟了公司新的经济增长点。磁板块，成立廊坊国嘉磁

性材料有限公司，布局异方性磁体，加快公司各向异性磁粉/磁体产业化进程。

与朱口集团强强联合，在威海、青岛两地分别投资成立有研稀土（荣成）有限公

司、有研稀土（青岛）有限公司，并设立稀土材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荣成分中心

——有研稀土（荣成）磁性材料研究院，实现了磁板块向烧结钕铁硼行业延伸，

完成了磁板块的关键布局。投资 4,600 万元进行红外扩建项目，扩建项目效果明

显，连续两年保持高速增长，2019 年红外产业盈利较上一年增长 22%，完善光

板块的产业布局。医板块,组建覆盖全国的销售团队,加大口腔产品布局力度，强



化下游销售渠道建设。年自锁托槽销售量突破 10,000 套，2019 年全年自产口腔

正畸托槽及附件营业收入增长 400%。成立数字化中心，积极推进数字化医疗产

品的开发。 

3、市场拓展成果 

2019 年，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和市场环境，各业务板块深入研判市场需求，

强化效益目标，找准市场开拓切入点，市场开发全方位发力，内外部市场不断取

得新进展、新成效，多种产品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多类产品销量创历史新高。 

靶材产业成功突破重点客户，由原来以 4-6 寸为主的产品向 12 寸产品成功

转型；海外新加坡市场试点收益显著，GF、UMC 共有 4 款 12 寸产品验证通过，

并实现批量销售。 

镝、铽系列产品销售 350 吨，实现销售收入近 6.5 亿元，其中镝、铽靶材销

售收入近 1 亿。磁粉销售数量逆势增长，在全球粘接磁粉总体需求下降 10%以上

情况下，2019 年，磁粉销售同比去年增长 16.7%。 

锗产品销量再创新高，同比增长约 5%。国内市场开拓成效突出，尤其是民

营客户，年订货量 3 吨以上，同比增长 75%。持续开发低位错锗产品客户需求，

2019 年实现销售数量 300kg。 

红外产品国内新增客户 19 家，国外新增 5 家，新增客户实现收入 130 万。

红外产品销售收入较去年增长超过 20%。光纤新增客户 3 家，新增客户实现收入

90 万。 

自锁托槽等新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200%，年销售收入突破 400 万元。

正畸板块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42%、漏斗胸矫形器年销售量同比增长 40%，均创

历史新高。 

4、科技创新方面  

有研新材充分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优化科技创新环境、持续激发科技创新活

力、加速提升科技创新实力，集中力量建平台、聚人才、促转化，有力的科技支

撑为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培育壮大主导产业、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提供保障。2019

年，有研新材在新品开发、科研项目、科技平台建设、科研奖励等方面取得了不

俗的成绩，纵向科技到款 7,659 万元，新产品收入 11,833 万元，突破历史最好成

绩。 



黄小卫院士团队开发的多项先进技术继续在六大稀土集团内广泛推广：离子

型稀土原矿浸萃一体化技术、碳酸氢镁法分离提纯稀土原创技术等技术顺利推广

应用并进一步扩大规模。矿物型稀土精矿联合法绿色高效冶炼分离新工艺成功推

广应用。 

在科技平台建设方面，有研亿金获评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半导体材料十

强企业、工业企业知识产权运用试点企业、北京市企业技术中心；有研稀土获评

稀土行业优秀企业、国科稀土获批院士工作站，参与组建稀土催化技术研究院；

有研光电获评河北省锗和砷化镓晶体材料技术创新中心；有研国晶辉获评省级工

业企业研发机构、科技小巨人和企业技术中心；有研光电、有研国晶辉获评廊坊

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有研医疗获评北京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北京市知识产权试

点单位，为行业发展提供良好平台。 

5、企业文化建设 

有研新材坚持以人为本，以文化人，构建了“创新科技，造福人类”的企业

文化体系，形成了“成为全球领先的电、磁、光新材料提供者”的文化共识，为

推进企业持续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文化保证。 

2019 年，有研新材组织和协调各方面资源，全年开展了“六一亲子绘画展”、

羽毛球比赛、乒乓球比赛、三八节跳绳比赛、“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我和我

的祖国摄影展”等一系列丰富的活动，共计 10 余项，积极推进了企业文化建设

工作。进一步宣贯公司经营理念和管理理念，提高了公司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开

创了富有活力的文化氛围和工作局面。 

6、人才队伍建设 

公司始终贯彻以人为本的经营原则，努力为人才发展提供更好的平台和汇报。

2019 年，公司积极探索中长期激励手段，创新对核心骨干人员的激励方式，开

展评选优秀生产一线技术工人的活动，持续推行“鹰巢人才培养计划”，在公司

培养和推进下，涌现出大批优秀人才，获得国家和行业高度认可。稀土绿色冶金

与材料创新团队获评中央企业优秀科技创新团队；黄小卫院士当选亚太材料科学

院院士；于敦波获评河北省省管优秀专家；熊晓东获评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 20

年突出贡献奖；高岩获评有色金属标准化先进工作者；冯宗玉获有色金属学会第

二届“杰出青年工程师奖”；张宝祥、王猛获得北京市优秀人才项目资助等等。 



（二）公司在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工作 

1、推进安全生产 

2019 年，公司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发布《有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等制度 6 项，召开安委会 4 次。全年无安全事故外部处罚；

组织新员工安全、应急管理、有限空间和相关方安全管理培训，以及金属粉末及

实验室隐患排查专项推进活动，逐步提升各子公司安全管理水平；加强季度检查

深度及现场突击检查频度，强化生产现场安全管理。有研光电取得河北应急厅颁

发的砷化镓项目安全生产许可证。 

2、加强法制建设 

积极推进主要负责人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设立了以董事长为组长

的法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完善法治建设领导机构和制度，形成主要负责人总负

责、总法律顾问牵头推进，法律事务机构具体实施、各部门共同参与的法治工作

机制。加强法律审核工作，保证三项法律审核 100%。聘请外部法律顾问，完善

法律工作体系，协调处理法律纠纷案件。加强普法宣传，举办“弘扬法治精神，

共建法治有研”一二四法律知识竞赛，共 12 支队伍，24 名选手参加了此次竞赛。 

3、持续推进增效节支 

2019 年度，公司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开展“资金结构调查”、“全

面资产清查”、“两金专项清理”等专项工作，各级子公司明确切实有效的降本方

案，全年预计累计降本 1,000 余万元。其中：有研亿金多部门联合挖潜成本缩减

空间，降本效果明显；稀土靶材成品率提升显著，减少物料损失超百万元；通过

设备升级改造，压缩工艺时间，提高效率，节约成本。 

4、提升管理水平 

2019 年，有研新材开展内控体系提升专项项目，制定了《有研新材内部控

制管理手册》，梳理 18 个专业模块、100 个业务流程，提高了公司各岗位职工的

业务能力，规范了公司内部控制及风险管理，提高了公司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

范能力。持续举办有研集团新时代学习大讲堂有研新材分讲堂，以及党务、纪检、

财务、宣传、内控、安全、合同管理等培训，搭建各子公司交流学习的平台，在

员工参加培训的同时积极寻找自身差距和不足，取长补短，全面提升了公司员工

各项技能，公司管理创新能力大大提高。 



 5、员工权益保护 

2019 年公司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进一步健全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严

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依据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规范开展劳动关系

管理，积极落实劳动合同签订，严格依法缴纳五险一金。努力提高员工的薪酬待

遇福利，依法建立职工补充医疗保险、子女补充医疗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推进

了养老医疗制度的改革。目前公司及子公司建立了企业年金制度，形成了以社会

保险为主、企业年金为辅的养老医疗保障机制。 

公司在生产一线采取更新设备、改进生产工艺等办法淘汰落后产能，定期对

一线员工进行安全生产培训教育，帮助员工充分掌握预防和降低职业危害的知识

技能，为员工生产安全提供有力保障。公司定期组织员工进行健康体检，使每位

员工及时掌握自身健康状况和潜在隐患，做到疾病风险的有效防控。 

6、精准扶贫工作 

2019 年，有研新材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积极践行精准

扶贫，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共同进步与发展。公司曾佳同志前往贵州省思南县挂职

凉水井镇茶山村驻村第一书记任，推进定点扶贫地区的精准帮扶工作。通过持续

有效的帮扶工作，茶山村在贵州省第三方评估检查中“零问题”摘帽出列，所属

支部获评铜仁市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示范党支部”；通过深入调研，因地制宜找

对产业发展路子，公司采取消费扶贫，支持当地重点发展产业。此外，2019 年

乐山有研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向四川省扶贫基金会乐山市分会捐赠 11.3 万元，

用于“勒乌乡勒乌村新建便桥项目”和“大堡镇火花村贫困户住房改造项目”建

设。 

三、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要求，建立了规范、完备、稳健的法人

治理结构。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充分发挥独立董事作用，切

实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加强内控体系建设；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推

进公司各项经营活动的合法合规、有序进行。公司时刻关注资本市场规范化、法

治化进程，密切跟踪监管转型和政策动态，努力提升公司治理效果和治理水平。 

四、股东和利益相关方的权益保护 

http://quote.cfi.cn/quote_600315.html


（一）股东权益保护 

公司始终将全体股东及利益相关方权益保护作为经营管理的重要内容，把实

现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经营的重要目标。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完善法

人治理结构，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规范运作。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事会与管理层之间各司其职、相互制衡、协调运转。公司三会的召开、召集及审

议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各位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勤勉尽责，充分发挥自

身专业知识和商业经验，积极参与公司的各项经营决策的讨论分析，认真审议会

议议案，审慎发表意见，并实时关注公司经营管理状况，保证了公司各项生产经

营活动有序进行，切实维护了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报告期内，基于对公司稳健经营及长远发展的信心，公司董事会充分考虑公

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投资者回报需要，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059 元

（含税），总分红额度 4,997,762.16元，占可供分配利润的 98.74%。 

（二）投资者关系和信息披露 

2019 年，公司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积极构建与股东和的和谐关系。公司

制定了完备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主动参与投资者互动，通过电话、传真、电

子信箱、上证 E活动等方式与投资者进行交流，并认真做好投资者来访调研接待

工作，使公司股东和潜在投资者准确、全面地了解公司的整体运营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要求，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就有关事项及时与监

管部门进行沟通，保证信息披露的及时、准确、完整。 

（三）债权人权益保护 

公司历来重视债权人合法权益保护，严格按照有关合同或协议中的有关条款

约定按时履行义务。公司加强与债权人的沟通联系，确保其及时充分了解公司生

产经营状况，切实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五、展望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有研新材将继续

坚守“创新科技，造福人类”的发展理念，勠力同心、锐意进取，不断提升自身

竞争力，深化产业布局，在推进中国新材料行业发展的道路上，不忘初心，砥砺

前行，走好社会公益之路，不负行业、社会和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创造美好生活持续贡献力量。 

 

有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月 15 日 

 

http://quote.cfi.cn/quote_87170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