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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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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无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有研新材 600206 有研硅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海 闫缓 

电话 010-62369559 010-62369559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43号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43号 

电子信箱 stock@griam.cn yanhuan@gria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3,530,375,789.61 3,509,808,116.12 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988,423,645.28 2,945,835,054.45 1.45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316,541,357.00 -237,449,855.16   



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3,858,007,826.93 2,222,285,773.84 7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0,281,010.06 36,816,845.85 9.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7,287,411.91 12,927,756.46 33.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36 1.28 增加0.0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48 0.043 11.6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48 0.043 11.63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5,06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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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36.07 305,510,668 0 无   

中国稀有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36 20,000,000 0 无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粤

财信托·粤中 3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未知 2.07 17,500,000 0 未知   

郑观次 未知 1.70 14,368,045 0 未知   

闫立辉 未知 1.08 9,155,900 0 未知   

方争 未知 0.40 3,388,300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39 3,338,699 0 未知   

谢漠良 未知 0.31 2,661,400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国证有色金属行业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31 2,655,300 0 未知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

融－日进斗金 11 号证券投

资单一资金信托 

未知 0.30 2,500,0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

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本公司不知上述其



他无限售条件的股东之间有无关联关系，也不知其相互

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形势总体平稳、稳中有变、变中有忧。总体上由高速增长阶段稳步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迈进，经济发展质量在持续改善；与此同时，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影响扩大,经济运

行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也增多, 经济发展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了纲领性指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为企业科技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水平提供了机遇。

同时，公司控股股东有研科技集团完成了公司制改制，开启了新时代新的发展机遇，面对新形势，

公司将继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产业调整升级，大力推动战略新兴相关产业纵深发展。 

面对相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公司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有研集团的决策部署，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深化改革举措。在中长期

发展战略推动过程中，进一步聚焦发展方向；以创新引领科技和研发，以资本带动产业发展，积

极稳步推进战略落地；进一步增强集团管控能力和内部融合度，提高经营发展质量。2019 年上半

年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各项经营业绩考核指标按年度计划逐一推进。 

1、企业经营总体情况 

公司围绕年初的企业经营目标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加强成本管理，开展结构性降成本等提质

增效活动严控企业开支；加大人才培养，持续推进鹰巢计划等一系列人才激励措施；加速新产品

开发，积极开拓市场，努力提高市场占有率。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状况良好，电磁光医四大

主营产业持续发展，实现营业收入 38.6 亿元，利润总额 5,283 万元，经济效益有所提升。 

2、战略落地 

围绕公司中长期发展规划，扎实推进电磁光医四大主营产业发展。电板块业务稳中求进，销

售额与利润均创造近年来新高，主营产品厚积薄发，数款新品实现技术突破，重点优势产品推进

顺利，8 英寸产品批量供货，12 英寸多款产品通过验证，主打产品已大比例占据市场份额，实现

稳定销售；磁板块持续发展，快冷厚带、磁粉产品出货量持续提升，利润水平大幅提升，中重稀



土金属及靶材继续保持行业优势地位，离子型稀土原矿高效浸萃一体化技术、低碳低盐无氨氮分

离提纯稀土新工艺等绿色冶炼分离提纯新技术继续在六大稀土集团所属企业推广应用；光板块各

项业务领域的拓展较快，锗产品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红外特种材料扩产项目进展顺利，公司

持续加大对红外光学加工的投资力度，进一步向产业链下游延伸；医板块能力持续提升，不锈钢

正畸丝实现国内供货，口腔正畸、植介入、镍钛合金材料主要产品生产工艺不断改善，实现销量

和产量两个方面的提升，销售团队不断壮大，大大提升了公司销售渠道方面的力量，给国内、国

际市场的快速开拓提供有力的支撑。 

3、科研创新 

报告期内，公司各板块科研创新工作稳步推进。电板块，在研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 13 项，

项目进展顺利，同时多个重点科技项目在国家及北京市立项；在编技术标准 35 项，其中重要国家

及行业标准 3 项；围绕市场需求及趋势，持续加大新产品、新技术及其市场开发力度，多款铜系

列靶材通过验证并批量销售，近二十款新产品在客户端送样认证，新品技术全面突破，多个项目

实现顺利验收。磁板块，在编标准（包括牵头和参加）34 项，其中国际标准 7 项，国家标准 9项，

行业标准 17项，团体标准 1 项；多款磁粉新品开发成功，获得多个海外重要客户评价认定。光板

块，在研国家及省部级项目 5 项，在编国家标准 6 项；有研国晶辉获得河北省科技小巨人企业、

廊坊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资质认定。医疗板块，公司在研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 2 项，项目进展

顺利；在编技术标准 8 项，均为国家及行业标准 8 项；取得授权专利 7 项；公司围绕医疗器械应

用领域市场需求及发展趋势，持续加大对新产品、新技术及其市场开发力度，不锈钢正畸丝实现

国内市场供货，口腔数字化 3D 打印产品启动技术调研、论证。 

4、市场开拓 

公司加快产业发展平台建设，拓宽资源整合能力，优化经营策略，积极提升市场份额。电板

块方面，12寸靶材产品的国内外销售份额持续提升，12 寸阳极产品陆续取得批量订单，市场占有

率逐级递升。磁板块方面，磁粉及稀土金属靶材等重点产品销售量增速明显，同比上升均在 20%

以上；光板块方面，加强国内锗产品市场开拓力度，销量同比增长 48%，其中，民用领域增长尤

为明显，2019 年上半年较去年全年增长 14%；欧洲市场开拓取得新进展，销量同比增长 15%；特

种红外材料销量及收入达到同期历史最好水平，国内市场销售稳步增长，国外市场开拓成效显著，

国外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增加 30%；光纤锗材料产品方面，上半年顺利通过新开发客户的产品验证，

已批量供应，同时与国内新上预制棒项目规模较大的几家公司谈判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将在下半

年进行产品试用。医疗板块方面，通过加强销售渠道建设及自身产能提升，口腔、植介入、镍钛

合金三大主产品板块销量增速明显，有研品牌口腔正畸托槽及附件营业收入快速的增长，较同期

增加 49%。 

5、产业基地建设 

持续推进重点产业基地项目的建设。截止 2019 年 6 月，靶材扩产建设项目，新建综合楼及附

属厂房完成现场验收并投入使用，进一步扩大产业化发展；燕郊基地建设项目，建筑工程已基本

完成；红外光学制造生产线持续扩建，光学镀膜车间投入使用；大型晶体生长设备、中型热等静

压机和精密光学加工设备陆续投入使用，生产能力得到显著提升；有研新材料创新及成果转化基

地厂房建设项目完成总图布置，项目在稳步推进中。 

6、人才队伍建设 

公司将人才建设作为公司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搭建岗位管理体系，为各岗位规划了清晰的

人才成长通道，完善员工职业发展路径，定位未来，确保人员激励与成长；注重深化人才使用的

考核机制、竞争机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激励各类人才争先创优、提高业绩的积极性。继续

推行“鹰巢人才培养计划”，对进一步促进科技型人力资源建设，激发创新活力产生积极推动作用。

充分调动和激发人才队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鲜明树立重视干重实绩的用人导向，深入

推动干部年轻化。报告期内，公司于敦波教授获得“河北省第八批省管优秀专家”称号；冯宗玉



教授获得“2018-2019 年度西城优秀人才-拔尖团队”称号；赵龙胜高工获得“2018-2019 年度西

城优秀人才-骨干个人”称号，有研稀土精细化工事业部被中华全国总工会命名为“全国工人先锋

号”。 

7、党建工作 

在有研科技集团党委的领导下，有研新材党委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断强化创新理论

武装，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治理现代化，培育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持续塑造坚强战斗堡垒，切

实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过硬，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强化宣传思想工作，充

分发挥统战群团作用，积极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报告期内，组织学习了《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采用参加

培训、专题研讨、学习强国 APP、党课、读书角等多种方式深入学习，组织中心组加强党的建设

和选人用人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学习。不断强化理论武装，增强政治定力；加强作风建设，

激发责任意识；强化基层组织建设，有效提升组织力，增强战斗堡垒作用。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详见附注会计政策变更部分。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