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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林汝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慧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黄昊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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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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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871,652.24 83,951,623.80 11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11,310.88 -17,760,529.47 107.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37,121.66 -20,467,143.01 97.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1,937,099.95 -50,587,361.92 -141.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19 -0.03 106.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19 -0.03 106.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6% -1.13%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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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7,024,424.15 3,329,375,341.29 1.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75,780,267.95 2,273,747,029.51 0.0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40,426.0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231,135.98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56,323.7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7,675.08  

减：所得税影响额 334,222.3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703.77  

合计 1,748,432.5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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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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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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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332,200 139,740,000 质押 135,621,000 

陈胜 境内自然人 9.48% 63,888,000 18,600,000 质押 43,120,000 

陈存忠 境内自然人 5.44% 36,638,000 16,800,000 质押 31,180,000 

郑志树 境内自然人 3.58% 24,100,000 24,000,000 质押 24,000,000 

钟剑 境内自然人 2.23% 15,047,022 15,047,022 质押 7,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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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12,000,000 12,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财

通多策略升级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65% 11,134,831 11,134,831   

兴证证券资管－

浦发银行－兴证

资管鑫众24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19% 8,054,324 0   

方正东亚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方

正东亚·合聚 1 号

证券投资单一资

金信托 

其他 0.90% 6,050,703 0   

杜向东 境内自然人 0.85% 5,760,0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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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陈胜 45,288,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288,000 

林汝捷 40,592,200 人民币普通股 40,592,200 

陈存忠 19,83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838,000 

兴证证券资管－浦发银行－兴证

资管鑫众 24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054,324 人民币普通股 8,054,324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方

正东亚·合聚 1 号证券投资单一资

金信托 

6,050,703 人民币普通股 6,050,703 

杜向东 5,7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760,000 

江晖 5,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200,000 

张绪生 4,309,500 人民币普通股 4,309,500 

游真珠 4,000,7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700 

刘美华 1,779,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79,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除

林汝捷 1 为陈胜的姐夫外，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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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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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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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序 

号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本期发生额） 

期初余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1  货币资金    103,907,908.85     230,522,482.31  -54.93%  主要系偿还银行贷款及增加生产材料采购

所致  

2  长期待摊费用     21,404,988.20      15,889,703.97  34.71%  主要系厂区改造完工转长期待摊所致  

3  预收款项    108,189,327.09      52,650,351.04  105.49%  主要系收到客户预收款增加所致  

4  应付职工薪酬     11,132,007.10      17,389,703.23  -35.99%  主要系发放上一年奖金原因所致  

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20,642,330.09      30,978,156.94  -33.36%  主要系偿还银行融资租赁到期款所致  

6  其他流动负债        303,018.07       1,112,482.61  -72.76%  主要系支付预提费用所致  

7  专项储备      4,056,984.42       3,075,311.40  31.92%  主要系安全费用计提增加所致  

8  营业收入    180,871,652.24      83,951,623.80  115.45%  主要系销售额增长及四川佳运并表（上年5

月并表）所致  

9  营业成本    126,097,495.80      63,297,448.13  99.21%  主要系收入增加相应成本增长所致  

10  税金及附加      2,750,498.45         414,243.03  563.98%  主要系营改增后国家会计政策变更所致  

11  销售费用     14,535,734.96       8,770,687.44  65.73%  主要系市场拓展费用增长及四川佳运并表

（上年5月并表）所致  

12  财务费用      9,187,175.62       6,347,981.38  44.73%  主要系银行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13  资产减值损失        927,478.07         233,464.10  297.27%  主要系销售增长应收账款增加及四川佳运

并表（上年5月并表）所致  

14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56,323.75       1,420,553.00  -96.04%  主要系上同期美元锁汇业务产生收益，而

本期未开展所致  

15  投资收益         34,306.99        -431,665.75  107.95%  主要系收到的理财投资收益及联营企业亏

损额减少所致  

16  营业外收入      2,324,851.68       1,582,105.62  46.95%  主要系本季度收到及摊销的政府财政补助

款增加所致  

17  营业外支出        281,802.58          71,031.72  296.73%  主要系本季度部分固定资产清理其他支出

所致  

18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177,909,491.83     123,595,487.43  43.94%  主要系销售额增长及四川佳运并表（上年5

月并表）所致  

19  收到的税费返还      6,210,784.70      10,468,039.98  -40.67%  主要系出口退税减少所致  

2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28,552,986.85      20,338,326.43  40.39%  主要系收到政府财政补助及往来款项增加

所到致  

2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216,700,600.41     105,708,524.34  105.00%  主要系销售增长支付采购材料货款增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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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的现金  致  

22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

工支付的现金  

   41,276,229.50      24,751,730.52  66.76%  主要系业务增长员工增加及四川佳运并表

（上年5月并表）所致  

23  支付的各项税费     15,449,631.47       6,365,915.30  142.69%  主要系四川佳运并表（上年5月并表）所致  

24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100,000,00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理财未到期所致  

25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

现金  

      260,301.37         462,006.84  -43.66%  主要系理财投资收益减少所致  

26  投资支付的现金      5,095,000.00                -    100.00%  主要系增加对外投资所致  

27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82,045,147.22     116,000,000.00  56.94%  主要系借款增加所致  

28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的影响  

     -331,225.41         229,037.21  -244.62%  主要系汇率变动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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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钟剑 股份锁定承诺 

因本次重组交易事项所认购的雪人股份之股份，自上

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该部分股

份；前述限售期届满后 12 个月内，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所认购股份的 20%；24 个月内，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

认购的 50%；上市之日后的 36 个月后，可根据中国证

监会与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将剩余的股份全部转让。 

2016 年 03 月 21 日 
2016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6 月 30 日 
按承诺履行 

钟波 股份锁定承诺 

因本次重组交易事项所认购的雪人股份之股份，其中

705,329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

理该部分股份，也不由雪人回购该部分股份；2,586,207

股自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该部

分股份。如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并因此

给雪人股份及其相关股东造成损失的，应以现金方式

全额承担该等损失。 

2016 年 03 月 21 日 
2016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6 月 30 日 
按承诺履行 

赵碧华、李媛、

杨宇晨 
股份锁定承诺 

因本次重组交易事项所认购的雪人股份之股份，自上

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该部分股

份。如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并因此给雪

人股份及其相关股东造成损失的，应以现金方式全额

承担该等损失。 

2016 年 03 月 21 日 
2016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6 月 30 日 
按承诺履行 

钟剑 业绩承诺 

本人向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并承诺佳运油气在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额分别不低于 3,889 万元、4,472 万

元和 5,142 万元，且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合计不低

于 13,503 万元。如果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

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实际净利润额未达到

上述承诺的净利润，但不低于上述承诺净利润的 

2015 年 09 月 23 日 2016 年度-2018 年度 按承诺履行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9 

90%，则当年度不触发补偿程序。 

钟剑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1、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精盈（香港）有限公司不

再单独开展新的业务、签订新的业务协议，本人将与

相关客户、供应商协商，由佳运（香港）有限公司（佳

运油气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佳运”）作为主体

与客户及供应商签署相关协议，或促使相关客户及供

应商同意精盈（香港）有限公司将其全部正在履行的

业务合同转移至香港佳运； 2、就精盈（香港）有限

公司现存的无法转移至香港佳运的业务合同，为避免

损失客户资源，由精盈（香港）有限公司继续履行完

毕，在履行完毕后，不再续签；3、自本承诺函出具之

日起一年内，精盈（香港）有限公司在完成全部业务

清理、收回全部应收款项后，依据香港法律解散。 

2015 年 09 月 23 日 
2015 年 9 月 23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8 月 1 

日，精盈（香港）有

限公司中标中国石

油物资公司"中国石

油塔里木油田分公

司气动切断球阀"采

购项目，销售内容为

气动切断阀，合同金

额为 160.88 万欧

元。根据《中国石油

塔里木油田分公司

气动切断球阀招标

文件》，招标机构中

石油物资公司关于"

中国石油塔里木油

田分公司气动切断

球阀"采购项目要求

投标人（代理商）必

须具有三年以上同

类产品的销售业绩，

佳运油气为争取商

业机会由钟剑控制

的精盈（香港）有限

公司参加投标，并计

划中标后以原价向

佳运油气全资子公

司香港佳运采购，从

而保证上述交易的

全部经济利益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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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上市公司。鉴于精

盈（香港）有限公司

计划签署并执行上

述新业务合同，钟剑

于 2016 年 9 月 23 日

暂未解散精盈（香

港）有限公司延长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前解散。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林汝捷 1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1.作为发行人股东期间，不会在中国境内或者境外，以

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合作

经营或拥有其他公司或企业的股份或权益）直接或间

接参与任何与发行人及其控股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任

何业务或经营活动； 2.作为发行人股东期间，不以任

何形式支持发行人及其控股公司以外的企业、个人、

合伙或其他任何组织，生产、经营或销售与公司及其

控股公司在中国境内外市场上存在直接或间接竞争的

业务、产品及服务；3.作为发行人股东期间，如发行人

进一步拓展其产品和业务范围，不与发行人拓展后的

产品或业务相竞争，若与发行人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

产生竞争，将以停止生产或经营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

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发行人经营的方式

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第三方的方式

避免同业竞争。 

2011 年 11 月 18 日 长期 按承诺履行 

林汝捷 1 股份锁定承诺 
认购 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自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

起 36 个月的锁定期内不得转让。 
2015 年 06 月 30 日 36 个月 按承诺履行 

陈胜 股份锁定承诺 
认购 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自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

起 36 个月的锁定期内不得转让。 
2015 年 06 月 30 日 36 个月 按承诺履行 

陈存忠 股份锁定承诺 认购 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自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 2015 年 06 月 30 日 36 个月 按承诺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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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36 个月的锁定期内不得转让。 

郑志树 股份锁定承诺 
认购 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自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

起 36 个月的锁定期内不得转让。 
2015 年 06 月 30 日 36 个月 按承诺履行 

赵建光 股份锁定承诺 
认购 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自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

起 36 个月的锁定期内不得转让。 
2015 年 06 月 30 日 36 个月 按承诺履行 

盈科创新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股份锁定承诺 

认购 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自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

起 36 个月的锁定期内不得转让。 
2015 年 06 月 30 日 36 个月 按承诺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本公司 

公司未来三年

（2015-2017）分红回

报规划 

1.公司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法律许

可的其他方式分配股利。公司当年盈利且符合《公司

法》规定利润分配条件的情况下，原则上公司每年度

至少分红一次。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

期利润分配。2.公司在当年盈利且累计可分配利润（即

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为正、

审计机构对公司该年度或半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的情况下，公司应当采取现金方式进

行分红。在保证公司能够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

下，如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除外）发生，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

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30%。当年

实现的可分配利润为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3.公司董事会根据年度的盈利情况及现金流状

况，在保证最低现金分红比例和公司股本规模及股权

结构合理的前提下，基于回报投资者和分享企业价值

的考虑，当公司股票估值处于合理范围内，可以考虑

采取股票股利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方式进行利润

分配。4.公司每年利润分配预案由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

章程的规定、盈利情况、资金供给和需求情况提出、

拟定。董事会审议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应当认真研

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

2015 年 05 月 05 日 2015 年度-2017 年度 按承诺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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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对利

润分配预案发表明确的独立董事意见并公开披露。分

红预案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方可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公司利润分配事宜应当充分听取独立董事和

中小股东的意见，通过多种渠道与中小股东进行沟通

和交流。公司安排审议分红预案的股东大会会议时，

应当向中小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鼓励股东出席会

议并行使表决权。 

林汝捷 1 股份锁定承诺 

将其所持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自 2016 年 11 月 4 日起

锁定十二个月，至 2017 年 11 月 3 日，锁定期限内,本

人持有的上述股份不得转让。" 

2016 年 11 月 04 日 12 个月 按承诺履行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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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7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34.00% 至 100.98%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300 至 450 

2016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223.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销售业绩稳步增长，以及四川佳运并表所致。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

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内

售出金额 

累计投资

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股票 41,947,232.69 0.00 -16,915,576.43 0.00 0.00 0.00 25,031,656.26 自筹 

合计 41,947,232.69 0.00 -16,915,576.43 0.00 0.00 0.00 25,031,656.26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01 月 2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 

2017 年 02 月 1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 

2017 年 03 月 0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 

2017 年 03 月 15 日 实地调研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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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林汝捷 

2017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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