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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96                             证券简称：海南瑞泽                             公告编号：2022-006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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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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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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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瑞泽 股票代码 002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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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清池 秦庆 

办公地址 
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 360-1 号阳

光金融广场 20 层 

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 360-1 号阳

光金融广场 20 层 

传真 0898-88710266 0898-88710266 

电话 0898-88710266 0898-88710266 

电子信箱 yqc66888@163.com qinqing@hnruiz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经过多年的深耕细作以及探索扩张，公司目前已由创建初期的单一商品混凝土生产与配

送企业，发展成为一家拥有规格品种齐全的商品混凝土生产与配送、新型干法水泥生产与配

送、园林绿化设计及施工、市政环卫服务与工程等产业链丰富的大型股份制集团企业。 

报告期内，公司各业务板块主要产品或服务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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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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末 2020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19年末 

总资产 5,565,104,929.89 6,507,987,939.78 -14.49% 6,160,992,143.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93,071,995.09 3,141,013,766.39 -36.55% 3,111,819,194.85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年 

营业收入 2,778,490,944.69 2,904,059,209.47 -4.32% 2,576,779,523.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40,707,950.33 41,436,412.54 -2,852.91% -411,920,421.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53,360,319.88 15,894,910.21 -7,356.16% -414,228,466.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756,481.73 257,563,696.63 -110.00% 234,897,526.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9 0.04 -2,575.00% -0.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9 0.04 -2,575.00% -0.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15% 1.33% -45.48% -12.1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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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64,510,957.33 732,211,829.72 612,735,848.99 869,032,308.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80,037.86 -33,073,511.21 -53,938,007.96 -1,056,176,469.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4,414.78 -46,726,561.57 -58,220,507.32 -1,048,697,665.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8,032,445.16 62,246,963.94 91,004,847.40 -50,975,84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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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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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7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59,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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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张海林 境内自然人 12.19% 139,920,000 104,940,000 
质押 139,920,000 

冻结 16,260,000 

冯活灵 境内自然人 11.29% 129,510,000 0 质押 60,924,000 

三亚大兴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29% 95,132,742 0 

质押 95,130,000 

冻结 95,132,742 

张艺林 境内自然人 4.64% 53,249,900 0 质押 53,249,900 

三亚厚德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6% 11,061,948 0 质押 11,040,000 

邵启强 境内自然人 0.74% 8,540,000 0   

徐湛元 境内自然人 0.67% 7,644,341 0   

孙林 境内自然人 0.52% 5,978,200 0   

邓雁栋 境内自然人 0.50% 5,695,545 0   

张少光 境内自然人 0.49% 5,674,58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张海林、张艺林、冯活灵为一致行动人，张海林、张艺林为兄弟关系，冯

活灵为张海林、张艺林二人的姐夫，三亚大兴集团有限公司、三亚厚德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为张海林、张艺林共同控制的企业。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股东邵启强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8,540,000

股，合计持有 8,540,000 股；公司股东张少光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80,000 股，通过

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5,394,586 股，合计持有 5,674,586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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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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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1年4月1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7），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瑞泽双林建材有限公司与相关方联合中标“中国雄安集团基

础建设有限公司寨里混凝土搅拌站建设项目”。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本项目已有两条生产线试

生产。 

2、2021年4月7日，公司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并于2021年4月26日召开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2021年5月21日，公司召开董事会、监事会，确定以2021年5月21日作

为股票期权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212名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1,923.00万份，行权价格为5.86

元/份。公司已于2021年5月3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本次股

票期权的授予登记工作。 

3、2021年7月7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子公司签署<终止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51），因标的公司三亚国际邮轮发展有限公司股权重组工作一直没有完成，且目前国外

疫情形势仍然严峻，影响了邮轮行业的发展，因此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瑞泽旅游控股有限公

司重新评估了本次合作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决定终止本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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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1年9月28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全资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70），公司全资公司广东绿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中标2021年-2024年均安镇中心城区环

卫及绿化一体化管养服务项目（标段一），中标金额人民币21,354,744.54元/年，服务期限自合

同签订生效之日起三年。 

5、2021年11月13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重大合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78）。

2021年11月11日，项目公司海南瑞神骥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收到大股东海南农垦神泉集团有限

公司《关于解除<海垦·南田马术文化小镇项目合作合同>通知书》：鉴于合作方深圳市跃华马

术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至今未按《合作合同》9.1条约定支付履约保证金3,000万元，已严重逾期

并根本违约，构成合同终止条件；加之项目区域无上位规划，项目无实质性建设进展，《合作

合同》自《关于解除<海垦·南田马术文化小镇项目合作合同>通知书》送达海南圣华旅游产

业有限公司及深圳市跃华马术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之日即解除。项目公司也将予以解散，具体

解散事项将按《公司法》、项目公司《公司章程》等规定进行办理。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海林 

                                                     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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