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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39                         证券简称：雪人股份                             公告编号：2018-061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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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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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人股份 股票代码 002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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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耀虹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长乐区闽江口工业区洞山西路  

电话 0591-28513121  

电子信箱 hyh@snowkey.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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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54,179,037.36 416,503,130.77 33.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816,917.87 10,797,499.21 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357,828.84 565,125.24 -694.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0,021,856.08 -93,060,073.56 -61.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60 0.0160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60 0.016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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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8% 0.47%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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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3,194,672.63 3,481,740,811.54 6.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50,341,816.67 2,211,365,833.45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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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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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汝捷 境内自然人 26.75% 180,332,200 135,249,150 质押 152,779,307 

陈胜 境内自然人 7.37% 49,710,000 0 质押 49,610,000 

郑志树 境内自然人 3.57% 24,040,000 0 质押 24,000,00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融鑫 15 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3.49% 23,524,600 0   

陈存忠 境内自然人 2.62% 17,660,000 0 质押 17,299,800 

钟剑 境内自然人 2.16% 14,537,619 7,523,511 质押 7,050,001 

华融证券－招商证券－华融

股票宝 19 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89% 6,000,000 0   

杜向东 境内自然人 0.88% 5,910,000 0   

盈科创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6% 5,100,000 0 质押 5,099,900 

信诚基金－中信证券－上海

田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0.75% 5,056,17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林汝捷 1 为陈胜的姐夫外，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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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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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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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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上半年，中美贸易争端持续升级以及国内金融实行稳杠杆政策 ，对我国经济产生多重负面影响，中国经济面临

巨大挑战，原材料价格、资金成本的上升，公司所处的市场竞争更加严峻。 

报告期内，公司凭借掌握压缩机核心技术以及品牌优势，加快在工业冷冻领域的拓展，加快进口产品替代。 在化工、

石油、天然气压缩机市场获得快速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加速在氢能源领域的战略布局，积极推进“AUTOROTOR”氢燃料电池空气循环系统生产的组织工作，公

司目前已经相继向上燃动力、苏州弗尔赛、金华青年曼、国电投、郑州宇通、武汉泰歌氢能、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清华大学

等 11 家车企和科研机构提供能匹配于新能源汽车的空气压缩机核心部件试验样品，已与如皋市亚曼汽车有限公司及其关联

企业青年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新研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安徽明天氢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富瑞氢能装备有限公司在

氢燃料电池技术及产业化领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在氢燃料电池整车（FCV）领域、氢燃料电池发动机空气供应系统和氢

气循环泵领域进行战略合作。 

报告期内，为了响应国家鼓励实施煤改气、油改气工程的节能减排政策，缓解能源压力和环境压力，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佳运油气与中科睿凌江苏低温设备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在天然气加工领域为用户提供完整的天然气加工处

理撬块装置，快速占领天然气加工液化处理的市场份额。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5,417.9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33.06%；实现营业利润 1,039.28 万元，同比增加 547.32%；

实现利润总额 1,192.58 万元，同比增加 23.08%。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1,081.69 万元，同比增加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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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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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林汝捷 1 

 2018 年 8 月 24 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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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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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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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