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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66                  证券简称：瑞泰科技                 公告编号：2021-022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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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啸冰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五里桥一街 1 号院 27 号楼 北京市朝阳区五里桥一街 1 号院 27 号楼 

电话 010-57987966 010-57987958 

电子信箱 dongmi@bjruitai.com zhxb@bjruitai.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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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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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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行业发展现状 

2020年，面对极其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突如其

来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各行各业运行短期受到较大影响。但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各

行业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取得积极成效，国民经济运行稳定恢复，稳就业保民生成

效显著，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

望。 

国民经济的稳定复苏，各项投资指标的快速修复，给冶金、建材等下游行业的回稳创造

了条件。钢铁行业下游需求逐渐恢复，带动了钢铁产量的显著增长，经济效益有所好转，据

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1－12月全国生铁、粗钢和钢材产量分别为8.88亿吨、10.53亿吨和

13.25亿吨，同比分别增长4.3%、5.2%和7.7%。另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数据，2020年1－12月

重点统计企业利润总额2074亿元，同比增长6.6%。建材行业全年行业运行总体平稳，质量效

益全面提升。据工信部原材料司发布的数据，2020年，我国主要建材产品生产保持增长，其

中水泥产量23.8亿吨，同比增长1.6%，平板玻璃产量9.5亿重量箱，同比增长1.3%。产品价格

总体稳定，经济效益稳中有升，2020年规模以上建材企业完成营业收入5.6万亿元，同比增长

0.1%，利润总额4871亿元，同比增长3.2%。其中，水泥行业营业收入9960亿元，同比下降2.2%，

利润总额1833亿元，同比下降2.1%；平板玻璃行业营业收入926亿元，同比增长9.9%，利润

总额130亿元，同比增长39%。 

报告期内，经过耐火材料行业的共同努力，全行业的生产经营处于正常运行状态。疫情

期间，没有发生因耐火材料供应不及时而导致钢铁、有色、建材、石化等用户行业的停工、

停产。重点企业的生产经营也没有受到疫情很大的影响。根据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统计，

1-9月份，同口径比较全国耐材产量1745.48万吨，同比降低7.31%。其中：致密定形耐火制品

979.32万吨，同比降低6.38%；隔热耐火制品59.53万吨，同比增长34.77%；不定形耐火制品

706.63万吨，同比降低10.88%。三季度行业运行情况较1-6月份有所改善，出现少部分会员企

业产量较去年同期增长、利润较去年同期也略有增长的可喜局面。目前，耐火材料行业的突

出问题仍是产能过剩。行业协会呼吁会员企业，一是不要盲目新增产能；二是加强行业自律；

要坚决反对低于成本价格的竞争，形成维护市场稳定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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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泰科技是具有央企背景的耐火材料企业，在行业的规模排名第二，技术水平、创新能

力、品牌影响力等方面均居领先地位。2020年8月，中国建材集团和中国宝武合作启动了瑞泰

科技战略重组，重组完成后公司收入规模将由目前的行业第二上升为行业第一，快速形成规

模优势，产业布局、技术实力、人才储备和品牌影响力也将大幅增强，此次重组也将带动整

个耐火材料行业的深度整合，为提高行业集中度，实现行业的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做出积极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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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4,216,290,067.68 3,900,341,151.51 8.10% 3,786,416,60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7,739,295.86 25,638,432.72 8.19% 17,285,324.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609,778.57 10,832,294.69 16.41% 2,873,643.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85,001,999.50 163,684,665.44 74.12% 339,292,157.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01 0.1110 8.20% 0.07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01 0.1110 8.20% 0.07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5% 5.84% 增长 0.11个百分点 3.98%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3,738,795,197.00 3,818,506,546.42 -2.09% 3,686,783,161.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480,383,638.66 451,545,368.09 6.39% 425,906,935.3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863,295,155.84 1,112,075,718.00 1,039,017,995.23 1,201,901,198.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9,617,902.14 12,871,944.27 8,333,623.18 16,151,63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595,739.82 7,726,697.09 1,729,189.29 13,749,632.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74,758,926.76 30,241,419.40 104,810,288.16 224,709,21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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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8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9,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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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新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4% 5,625,612    

张西萍 
境内自然

人 
1.09% 2,519,100    

刘永忠 
境内自然

人 
1.04% 2,412,502    

吴素芬 
境内自然

人 
0.81% 1,859,811    

闫晗 
境内自然

人 
0.60% 1,385,065    

庄瑛辉 
境内自然

人 
0.59% 1,368,500    

吴静萍 
境内自然

人 
0.46% 1,070,000    

张力 
境内自然

人 
0.46% 1,06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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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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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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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影响，耐火材料行业及下游行业均呈现上半年经营受阻，下半年

逐步回升的态势。耐火材料行业经过全行业的共同努力，疫情期间，没有发生因耐火材料供

应不及时而导致钢铁、有色、建材、石化等用户行业的停工、停产。重点企业的生产经营也

没有受到疫情很大的影响，生产经营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根据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统计，

1-9月份，同口径比较全国耐材产量1745.48万吨，同比降低7.31%。虽然前三季度产量有所下

降，但三季度行业运行情况较1-6月份有所改善，出现部分企业产量较去年同期增长、利润较

去年同期也略有增长的可喜局面。得益于钢铁等下游行业的反弹，耐火材料的市场需求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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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于稳健，后续行业看好。 

公司身处疫情大环境，同样面临国内外订单减少、合同项目进度推迟等诸多困难，但公

司响应国家号召，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生产经营工作。管理体制方面，明晰了公

司总部、各区域运营管理中心、各分子公司的三级架构分别承担资本、资产和生产的角色，

理清资本、经营和管理之间的逻辑关系。通过机构调整、启用年轻干部等措施，明确了集团

化管控模式，打造战略型总部，把控战略方向、确保战略目标落地。市场开拓方面，继续秉

持“稳固既有市场、布局潜力市场、挖掘优势市场”的策略，调整营销策略和考核机制，加强

通过科技创新提高产品质量和性价比，实现降本增效。积极探索耐火材料“+”模式，紧随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国际化、成套化战略，全年克服疫情影响，高质量完成国外耐火材料

供货和施工指导工作。科技创新方面，公司在“节能降耗、创新增效、绿色环保”的行业形势

推动下，积极开展耐火材料集成化、一体化研究，同步提升所属企业智能化水平，践行绿色

生产。研制开发的节能复合结构件、窑头罩用组合挂砖、高效长寿滑板砖等新产品，得到下

游企业认可，在延长窑炉寿命，提高安全稳定性等方面取得良好效果；瑞泰马钢在智能化制

造工厂基础上，完成了“透明工厂”的搭建；低导热多层复合莫来石砖入选工信部《国家工业

节能技术装备推荐目录（2020）》和《国家工业节能技术应用指南与案例（2020）》；集成

模块化窑衬节能技术入选发改委《绿色技术推广目录》；郑州瑞泰和河南瑞泰分别入选河南

省“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评级A级企业”，在重污染天气管控期间，企业可自主采取减排措

施。2020年，公司克服疫情影响实现了收入和利润的双增长。实现营业收入42.16 亿元，较2019

年同比增长8.10%，其中：玻璃板块实现收入3.98亿元；水泥板块实现收入10.43亿元；钢铁板

块实现收入25.22亿元。实现利润总额1.24亿元，较2019年同比增长22.21%。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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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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179,392.14 -26,557,020.20 13.37% 17.03% -96.10% -11.26% 

水泥窑用耐火

材料 
1,042,723,648.61 43,495,097.83 23.96% 2.95% 32.88% -4.78% 

钢铁用耐火材

料 
2,521,659,504.48 96,202,291.36 13.08% 9.31% 28.84%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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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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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

(财会[2017]22号)，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

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

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由于上述会计准则

的的颁布与修订，公司对收入相关政策内容进行调整。 

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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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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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曾大凡 

                       2021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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