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066                          证券简称：瑞泰科技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2-001 

投资者关系活

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活动参与人员 

1、线上参与公司瑞泰科技 2021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投资

者 

2、上市公司接待人员： 

董事长：宋作宝先生 

独立董事：赵选民先生 

董事、总经理：陈海山先生 

董事、董事会秘书：邹琼慧女士 

财务负责人：问欢女士 

时间 2022 年 06 月 24 日（星期五）下午 15:00-17:00 

地点 “瑞泰科技投资者关系 ”微信小程序 

形式 网络远程 

交流内容及具

体问答记录 

1、问：公司下半年有什么发展的方针。公司拥有啥优势。

公司对外投资有哪些？ 

答：下半年公司贯彻中央方针，按照习总书记"疫情要防



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总体要求，统筹协调好疫情

防护和企业生产经营，尽力减少疫情对公司的不利影响，力

争完成董事会设定的目标。          

作为具有央企背景的上市公司，公司将按照既定的发展

战略推进企业各项工作，并按上市公司要求及时披露相关信

息。 

2、问：宋作宝董事长，您好：关于公司去年提出的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被证监会否决已过去一年的时间，公司说过要

继续推进重组，为何过去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有相关消息呢？

请问进展到哪一步了？今年有望完成重组吗？如果不能重组

成功，公司又拿什么来实现三年 “百亿瑞泰 ”五年世界前三

的目标呢？期待您的回复，谢谢！ 

答：公司重组是基于中国建材集团和中国宝武央企之间

的战略合作，共同打造耐火材料行业龙头企业。近期，中国

建材集团和中国宝武均正式转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公司一

直保持和中国建材集团、中国宝武的汇报沟通，将严格按照

信息披露的要求，及时、准确地披露未来进展的相关信息。          

百亿瑞泰的战略目标不会改变，我们将继续按照公司既

定的发展战略，进一步做精玻璃、做优水泥、做强钢铁，努

力成为世界一流的高温工业耐火材料综合服务商。 

3、问：国企改革是一件大事，但是已经 9 年了为什么进

展缓慢。另外公司未来在提升公司业绩方面有哪些重要部



署？谢谢！ 

答：国企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完善市场机制，增强企业内

部活力和效率，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开展以来，公司坚持贯彻

两个 “一以贯之 ”，做细做实改革成果的持续完善和应用，

特别是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董事会建设、任期制与契约

化等重点工作的持续推进和完善。公司积极贯彻落实中国建

材集团 “4335 ”改革指导原则，持续推进 “做精玻璃、做优

水泥、做强钢铁 ”的业务发展战略，通过加强对标世界一流

弥补企业短板，强化创新驱动提升改革动力，2021 年企业实

现收入和利润双增长，实现营业收入 45.38 亿元，同比增长

7.63%，实现利润总额 15142.83 万元，同比增长 21.98%，经

营业绩持续向好。 下一步，公司将进一步加强经营管理，加

强资本运作和科技创新双轮驱动，聚焦治理、用人和激励机

制，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进一步激发活力动力，实现

高质量发展。 

4、问：你们公司重组怎么没有一点进度，能不能及时公

告 

答：公司一直保持和中国建材集团、中国宝武的汇报沟

通，将严格按照信息披露的要求，及时、准确地披露未来进

展的相关信息。 谢谢关注。 

5、问：公司财务成本过高，为什么不加快重组，尽快融

资降低成本？ 



答：近年来公司经营业绩持续改善，财务费用逐年下降。

下一步将督促公司加强资本运作和科技创新，抓重点，补短

板、强弱项，进一步激发活力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如有

可披露的相关信息，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的相关规定，及时，

准确的进行披露。谢谢关注。 

6、问：近期大盘那么强势，你们公司一路阴跌，有没有

考虑过股东 

答：公司已经按照要求披露了相关信息，并发布了股票

交易异动公告，提示了相关风险，谢谢您的关注。 

7、问：公司的核心竞争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 公司作为央企背景的上市公司，集研发、生产、销

售和综合服务为一体，竞争优势体现在科技创新优势、产品

及服务优势、行业影响力和文化优势等方面。产品覆盖高温

工业耐火材料 “全领域 ”、工艺全流程，公司坚持 “精品制

造、精心服务 ”，努力实现了由生产型企业向综合服务型企

业的转型。谢谢关注。 

8、问：请问公司的重组方案如何完善，具体进展到哪一

步了，谢谢 

答：2021 年公司实现收入和利润双增长，实现营业收入

45.38 亿元，同比增长 7.63%，实现利润总额 15142.83 万元，

同比增长 21.98%，经营业绩持续向好。下一步，公司将进一

步加强经营管理，加强资本运作和科技创新双轮驱动，聚焦



治理、用人和激励机制，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进一步

激发活力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公司重组是基于中国建材集团和中国宝武央企之间的战

略合作，共同打造耐火材料行业龙头企业。近期，中国建材

集团和中国宝武均正式转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公司一直保

持和中国建材集团、中国宝武的汇报沟通，将严格按照信息

披露的要求，及时、准确地披露未来进展的相关信息。 

9、问：能不能请管理层拆分下"百亿瑞泰"的战略规划，

具体的短中长期的经营目标 

答：百亿瑞泰的战略目标不会改变，我们将继续按照公

司既定的发展战略，进一步做精玻璃、做优水泥、做强钢铁，

努力成为世界一流的高温工业耐火材料综合服务商。如有可

披露的相关信息，我们将按照上市公司的相关规定，及时、

准确的进行披露。谢谢关注。 

10、问：什么时候重组？还能重组吗？亏了 30 个点 

答：2021 年公司实现收入和利润双增长，实现营业收入

45.38 亿元，同比增长 7.63%，实现利润总额 15142.83 万元，

同比增长 21.98%，经营业绩持续向好。下一步，公司将进一

步加强经营管理，加强资本运作和科技创新双轮驱动，聚焦

治理、用人和激励机制，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进一步

激发活力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公司重组是基于中国建材

集团和中国宝武央企之间的战略合作，共同打造耐火材料行



业龙头企业。近期，中国建材集团和中国宝武均正式转为国

有资本投资公司，公司一直保持和中国建材集团、中国宝武

的汇报沟通，将严格按照信息披露的要求，及时、准确地披

露未来进展的相关信息。 

11、问：请董事长谈谈重组情况好不？ 

答：2021 年公司实现收入和利润双增长，实现营业收入

45.38 亿元，同比增长 7.63%，实现利润总额 15142.83 万元，

同比增长 21.98%，经营业绩持续向好。下一步，公司将进一

步加强经营管理，加强资本运作和科技创新双轮驱动，聚焦

治理、用人和激励机制，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进一步

激发活力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公司重组是基于中国建材

集团和中国宝武央企之间的战略合作，共同打造耐火材料行

业龙头企业。近期，中国建材集团和中国宝武均正式转为国

有资本投资公司，公司一直保持和中国建材集团、中国宝武

的汇报沟通，将严格按照信息披露的要求，及时、准确地披

露未来进展的相关信息。谢谢关注。 

12、问：公司发展前景怎么样，有没有具体规划，有没

有想办法解决财务成本高的问题。公司上市那么多年为什么

一直做不强，是只有财务成本高的问题么，还是有内外部其

他问题。有没有发现问题并想方法解决 

答：近年来公司经营业绩持续改善，资产负债率和财务

费用逐年下降。下一步，公司将进一步加强经营管理，加强



资本运作和科技创新双轮驱动，聚焦治理、用人和激励机制，

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进一步激发活力动力，实现高质

量发展。谢谢关注。 

13、问：请问董事长，今年会不会推出重组方案？ 

答：2021 年公司实现收入和利润双增长，实现营业收入

45.38 亿元，同比增长 7.63%，实现利润总额 15142.83 万元，

同比增长 21.98%，经营业绩持续向好。下一步，公司将进一

步加强经营管理，加强资本运作和科技创新双轮驱动，聚焦

治理、用人和激励机制，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进一步

激发活力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公司重组是基于中国建材

集团和中国宝武央企之间的战略合作，共同打造耐火材料行

业龙头企业。近期，中国建材集团和中国宝武均正式转为国

有资本投资公司，公司一直保持和中国建材集团、中国宝武

的汇报沟通，将严格按照信息披露的要求，及时、准确地披

露未来进展的相关信息。谢谢关注。 

14、问：公司资产负债率达 70%以上，公司想过要如何

降低负债，目前财务费用超过净利润了，想过更稳健经营吗？ 

答：近年来公司经营业绩持续改善，资产负债率逐年下

降，2021 年资产负债率已降至 70%以下。下一步，公司将进

一步加强经营管理，加强资本运作和科技创新双轮驱动，聚

焦治理、用人和激励机制，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进一

步激发活力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谢谢关注。 



15、问：祝贺宋作宝先生当选为瑞泰科技新董事长！请

问瑞泰去年重组被否，继续推进重组工作是否还在进行？公

司市值实在偏低，希望新一届班子能做大做强。 

答：首先，感谢您的关注。我们将一如既往努力工作，

做强企业，做大市值。2021 年公司实现收入和利润双增长，

实现营业收入 45.38 亿元，同比增长 7.63%，实现利润总额

15142.83 万元，同比增长 21.98%，经营业绩持续向好。下一

步，公司将进一步加强经营管理，加强资本运作和科技创新

双轮驱动，聚焦治理、用人和激励机制，抓重点、补短板、

强弱项，进一步激发活力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公司重组是基于中国建材集团和中国宝武央企之间的战

略合作，共同打造耐火材料行业龙头企业。近期，中国建材

集团和中国宝武均正式转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公司一直保

持和中国建材集团、中国宝武的汇报沟通，将严格按照信息

披露的要求，及时、准确地披露未来进展的相关信息。谢谢

关注。 

16、问：贵公司的耐火材料还有机会应用到超超临界发

电设备中吗？谢谢 

答：您好，公司的耐火材料产品目前没有应用在该设备

中，谢谢关注。 

17、问：二季度业绩如何，预告好久出 

答：公司按照习总书记"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



要安全"的总体要求，努力克服疫情影响，业绩总体保持平稳。

公司将于 2022 年 8 月 25 日披露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敬请

关注。 

18、问：请问公司今年的经营目标是否会因为疫情原因

而调整 

答：公司坚决贯彻中央方针，按照习总书记"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总体要求，统筹协调好疫情防护

和企业生产经营，尽力减少疫情对公司的不利影响，力争完

成董事会设定的目标。 谢谢关注。 

19、问：请问百亿瑞泰，现在来看原来的目标能实现的

可能性有多大？ 

答：百亿瑞泰的战略目标不会改变，我们将继续按照公

司既定的发展战略，进一步做精玻璃、做优水泥、做强钢铁，

努力成为世界一流的高温工业耐火材料综合服务商。谢谢关

注。 

20、问：请问从现在来看，你们认为最可能的重组方案

会是什么样子？ 

答：2021 年公司实现收入和利润双增长，实现营业收入

45.38 亿元，同比增长 7.63%，实现利润总额 15142.83 万元，

同比增长 21.98%，经营业绩持续向好。下一步，公司将进一

步加强经营管理，加强资本运作和科技创新双轮驱动，聚焦

治理、用人和激励机制，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进一步



激发活力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公司重组是基于中国建材

集团和中国宝武央企之间的战略合作，共同打造耐火材料行

业龙头企业。近期，中国建材集团和中国宝武均正式转为国

有资本投资公司，公司一直保持和中国建材集团、中国宝武

的汇报沟通，将严格按照信息披露的要求，及时、准确地披

露未来进展的相关信息。谢谢关注。 

21、问：宝武旗下的中钢洛耐已经上市，同为耐火材料

制造商，公司有何优劣势？ 

答：公司作为央企背景的上市公司，集研发、生产、销

售和综合服务为一体，竞争优势体现在科技创新优势、产品

及服务优势、行业影响力和文化优势等方面。产品覆盖高温

工业耐火材料 “全领域 ”、工艺全流程，公司坚持 “精品制

造、精心服务 ”，努力实现了由生产型企业向综合服务型企

业的转型。谢谢关注。 

22、问：我是贵公司坚定的投资者，目前瑞泰科技的市

值才 26 个多亿呀，离百亿瑞泰的目标有点远，贵公司是不是

只是喊喊口号而已？关于国企改革三年收官之年，接下来的

半年里贵公司有什么动作？ 

答：百亿瑞泰的战略目标不会改变，我们将继续按照公

司既定的发展战略，进一步做精玻璃、做优水泥、做强钢铁，

努力成为世界一流的高温工业耐火材料综合服务商。下一步，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经营管理，加强资本运作和科技创新双轮



驱动，聚焦治理、用人和激励机制，抓重点、补短板、强弱

项，进一步激发活力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谢谢关注。 

23、问：国内耐火材料行业集中度低，公司作为龙头企

业，如何不断壮大提升市场占有率呢？ 

答：公司作为国内行业的龙头企业，集研发、生产、销

售和综合服务为一体，将充分发挥在科技创新、产品及服务、

行业影响力和文化方面的优势，加强资本运作和科技创新双

轮驱动，聚焦治理、用人和激励机制，抓重点、补短板、强

弱项，进一步激发活力动力，不断提升市场占有率，努力成

为世界一流的高温工业耐火材料综合服务商。谢谢关注。 

24、问：公司生产的耐火材料还在哪些领域有应用潜

力？ 

答：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玻璃、水泥、钢铁以及有色、

电力、石化、垃圾焚烧等高温工业。谢谢关注。 

25、问：公司是否考虑跨入除耐火材料行业以外的其他

行业，实现多元化发展 

答： 如有可披露的相关信息，我们将按照上市公司的相

关规定，及时、准确的进行披露。谢谢关注。 

26、问：贵公司光伏玻璃业务占比有多少？是否有进军

新能源汽车相关业务领域的打算？ 

答：2021 年公司玻璃窑用耐火材料收入占公司总营业收

入的 10.43%。如有可披露的相关信息，我们将按照上市公司



的相关规定，及时、准确的进行披露。谢谢关注。 

27、问：请介绍一下贵公司的产品应用和范围 

答：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玻璃、水泥、钢铁以及有色、

电力、石化、垃圾焚烧等高温工业。详细内容请见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中的相关内容。谢谢关注。 

28、问：公司如何应对原材料的价格波动？ 

答：公司通过加强与上下游客户的沟通、强化内部管理

实现降本增效、加大用后耐材的综合利用力度等措施来抵御

原材料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谢谢关注。 

关于本次活动

是否涉及应披

露重大信息的

说明 

未涉及 

活动过程中所

使用的演示文

稿、提供的文档

等附件（如有，

可作为附件）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