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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70                           证券简称：中科三环                           公告编号：2018-018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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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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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恒业 董事 工作原因 王震西 

钟慧静 董事 工作原因 王震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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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三环 股票代码 000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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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寅鹏 田文斌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66 号甲 1 号楼

27 层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66号甲 1号楼 27

层 

电话 010-62656017 010-62656017 

电子信箱 security@san-huan.com.cn twb@san-hua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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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717,035.61 1,775,888,902.03 1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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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2,280,407.15 153,133,026.65 -26.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01,588,024.84 141,991,415.61 -28.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7,604,567.16 -17,433,277.71 946.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54 0.1438 -26.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54 0.1438 -26.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8% 3.65%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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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0,507,744.80 6,123,283,268.97 -1.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317,754,019.29 4,301,341,612.14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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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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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三环新材

料高技术公司 
国有法人 23.17% 246,853,272    

TRIDUS 

INTERNATION

AL INC 
境外法人 4.14% 44,117,699  冻结 365,566 

TAIGENE 

METAL 

COMPANY 

L.L.C 

境外法人 3.78% 40,231,812    

宁波联合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89% 30,750,728    

宁波电子信息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2% 10,905,000  冻结 10,905,00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 5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52% 5,536,573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48% 5,121,100    

张根昌 境内自然人 0.30% 3,153,30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其他 0.29% 3,080,574    

上海山合商务

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9% 3,068,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公司第 1、2、3、4、5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更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2、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有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更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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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第 10 名股东通过融资融券持有公司股份 1,251,2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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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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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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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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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市场总体运行平稳，金属镨钕价格窄幅波动，镨钕价格运行在40-46万/吨之间；同时宏观经济形势未

见明显好转，下游钕铁硼消费市场总体上仍保持平稳态势。 

报告期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先后经历了升值、稳定和贬值三个阶段，截至6月29日，境内收盘价为6.6246，较去年底

贬值1.7%。 

报告期内，公司认真研判行业发展趋势和市场环境变化，积极贯彻实施董事会下达的经营目标，进一步加大市场营销

力度，稳固老客户粘度，增加新产品应用，积极开发新的产品应用领域，扩大市场影响力等有效措施，为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提供动力。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营业收入196,871.7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8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净利润为11,228.04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6.68%。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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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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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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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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