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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66                      证券简称：瑞泰科技                     公告编号：2021-047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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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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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343,464,201.17 1,975,370,873.84 18.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185,455.40 3,254,042.13 612.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8,557,369.01 -2,869,042.73 746.81%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0,537,544.65 -44,517,507.36 235.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04 0.0141 612.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04 0.0141 612.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1% 0.72% 增长 3.99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4,168,441,134.89 3,738,795,197.00 1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03,569,094.06 480,383,638.66 4.8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76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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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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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8,600    

刘永忠 境内自然人 1.01% 2,325,702    

吴素芬 境内自然人 0.81% 1,872,111    

庄瑛辉 境内自然人 0.59% 1,360,800    

闫晗 境内自然人 0.55% 1,274,317    

张方甫 境内自然人 0.52% 1,210,900    

刘鹏 境内自然人 0.49% 1,13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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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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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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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相关议案，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所提出的问题对报

告书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报告书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获得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复。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就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事项召开工作会议，该事项未获得审核通过。公司就此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决定继续推

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具体内容请查阅下表所列示的公告。 

公司后续将根据相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事项 

2021年1月23日 《关于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收到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
一步审查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3）

（www.cninfo.com.cn） 

2021年1月25日 《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1-004）（www.cninfo.com.cn） 

2021年2月10日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5）、《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1-006）、《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关
于重组摊薄即期回报及其填补措施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07）、《关于本次重组的一般风险提

示公告》（公告编号：2021-008）

（www.cninfo.com.cn） 

2021年3月5日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公告编号：2021-011）、《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

说明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2）、《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修订稿）》（www.cninfo.com.cn） 

2021年3月23日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复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5）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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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21年3月23日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1-016）（www.cninfo.com.cn） 

2021年3月30日 《关于本次重组相关财务数据有效期延期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18）（www.cninfo.com.cn） 

2021年4月1日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9）（www.cninfo.com.cn） 

2021年4月15日 《关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审核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1-031）

（www.cninfo.com.cn） 

2021年4月16日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事项未获得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

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32）（www.cninfo.com.cn） 

2021年5月10日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不予核准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决定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39）（www.cninfo.com.cn） 

2021年5月17日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七届
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继续推进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40、2021-041、2021-042）

（www.cninfo.com.cn）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曾大凡 

                    2021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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