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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气厚普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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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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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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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普股份 股票代码 300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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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凌 胡莞苓 

办公地址 成都市高新西区康隆路 555 号 成都市高新西区康隆路 555 号 

传真 028-63165919 028-63165919 

电话 028-63165919 028-63165919 

电子信箱 hpgf@hqhop.com hpgf@hqho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的服务商。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气体集输、净化及井口液化处理装备的研发、生产和集成；天然气液化工厂设备，天然气管输领域中

的增压站、调压计量、输配气站等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集成；CNG车用加气站成套设备、LNG车船用加气站成套设备、船

用供气系统与设备、民用气化站成套设备研发、生产和集成；加氢站成套设备、天然气（光伏）发电、分布式能源成套设备

的研发和集成及清洁能源领域核心零部件的研发和生产。公司具备提供天然气相关工程的咨询与设计、工艺包研发、项目管

理、工程总承包等全过程全方位综合服务的能力。且已在加氢站领域逐步形成了从设计到部件研发、生产，成套设备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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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氢站安装调试和售后服务等覆盖整个产业链的服务能力。公司具备“清洁能源+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一体化智慧能

源系统开发及能源互联网运营维护的业务能力。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了营业收入37,038.96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9.87%。 

业绩主要驱动因素： 

自2016年以来，受制于天然气汽车市场规模增长缓慢，公司传统车用加气站市场就已经开始步入低速增长阶段。近两年

天然气汽车新增规模依然相对较低，加之国内天然气价格阶段性上涨影响，天然气装备在车船用领域应用的经济性总体处于

低位，车船用装备作为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市场需求低迷导致公司营业收入大幅下滑；另一方面受行业竞争加剧及公司新迁

入的生产基地固定成本较高等因素影响导致公司产品毛利率下降。 

自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从认识到实践发生了历史性的

转变，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环保理念，

上升成为我国基本国策之一，市场上各类资源快速地涌向环保行业，各种新清洁能源的应用以及新的环保技术的诞生，也加

速了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进程，我国环保事业正式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 

天然气作为主要的清洁能源，在我国环保政策的刺激和带动下，也迎来了高速发展阶段。公司主营产品天然气车用加注

设备，正是迎合了天然气在车用应用领域高速发展的这一行业发展契机，在短时间内呈快速发展态势，直到2017年其业务发

展速度才有所放缓。2018年，由于国内车用天然气加注站新增规模的缩减，公司的天然气加注设备的总体营收规模出现了较

大幅度的下滑，存量市场的迭代需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带来一定的市场规模，但总体上来看行业整体市场空间仍呈下降趋

势，公司的业绩受到了较大程度的影响，这也是公司2018年出现较大亏损的主要原因之一。 

为有效应对公司主营业务业绩严重下滑的影响，公司除了在车用天然气加注设备市场加强市场开拓力度外，也正积极寻

求新的业务发展机会，重点聚焦于氢能源的应用以及天然气船用市场的发展，力求利用多年研发投入形成的核心技术和对新

业务的市场培育，主动地进行业务结构调整和转型，减少公司对车用天然气市场的依赖，增添公司新的业绩增长点，增强公

司的市场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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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370,389,639.67 738,925,332.19 -49.87% 1,301,023,06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9,250,738.85 32,483,701.16 -1,575.36% 167,327,437.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4,256,779.99 16,340,937.06 -3,063.46% 141,184,366.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4,436,400.05 -137,982,884.79 -91.64% -96,421,548.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02 0.087 -1,596.55% 0.4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02 0.087 -1,596.55% 0.4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18% 1.94% -35.12% 10.87%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2,041,334,214.78 2,865,939,287.55 -28.77% 2,410,493,438.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02,906,074.63 1,686,011,303.55 -28.65% 1,680,069,515.4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4,925,879.91 95,961,874.36 97,840,318.83 111,661,566.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080,646.60 -36,636,403.37 -75,629,596.31 -326,904,09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551,678.44 -39,323,464.12 -77,981,479.67 -326,400,157.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5,913,665.40 -8,163,943.44 -51,157,628.43 20,798,83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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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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7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5,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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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涛 境内自然人 33.55% 122,350,850 91,723,137 质押 8,794,400 

唐新潮 境内自然人 7.55% 27,520,000 0   

华油天然气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76% 21,000,000 0   

林学勤 境内自然人 5.45% 19,875,000 0 质押 4,604,850 

北京爱洁隆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4% 4,150,00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49% 1,773,000 0   

国联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3% 1,576,150 0   

杨治华 境内自然人 0.41% 1,478,200 0   

邓兵 境内自然人 0.26% 956,800 0   

肖彤 境内自然人 0.26% 935,9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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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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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华气厚普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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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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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致力于成为清洁能源全产业链方案提供商，努力将业务从上市初期以单纯加气站设备销售为基础向天然气全产业链

延伸，并积极向氢能拓展，业务性质也由仅销售设备向提供全生命周期解决方案演变，具备从设计、设备选型、施工到售后

维修的全方位服务能力。 

2018年，公司更加重视内部管理的优化与整合，旨在通过内部管理能力的提升与强化，降低内部消耗，加快运营效率，

提高业务协同水平，树立以管理促发展，向管理要效益的经营理念，在进一步增强了公司的抗风险能力的同时，公司从原有

的较为粗放式的管理方式逐步向精细化管理模式转变。在业务运营方面，为有效应对业务发展风险，公司一方面在保持传统

车用业务基本发展稳定的前提下，集中资源尝试各种新业务的拓展，重点加强了在氢能源业务和船用业务上的资源布局和业

务培育力度，力争通过新业务的引入来弥补传统车用业务的下滑给公司造成的业绩缺口，同时通过多元化的业务布局增强公

司的行业抗风险能力，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生存能力。 

（一）内部管理方面 

1、节流瘦身，费用管控已成常态化 

2018年，公司为匹配业务发展要求，优化了岗位设置和人员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全公司的运营效率，并为有效降

低2019年公司的人工成本打下了较好基础，实现了公司的人员“瘦身”。另外，公司还对原有的预算管理体系进行了管理强化，

增强了预算管理在公司业务运营方面的计划性与指导性，并借助预算管理工具开展了各项费用“节流”工作，公司启动费用管

控的常态化管理机制和管理手段。 

2、降本增效，成本控制已初见成效 

2018年，公司重点关注传统成熟产品的成本优化工作，通过工艺优化、产品结构优化等手段，公司各类成熟产品的生产

成本有所降低，公司产品的整体市场竞争实力和边际贡献水平得到了提升。与此同时，在产品的生产制造上，2018年，公司

持续引进和升级智能制造在生产技术上的应用，结合前期的布局，公司目前在产品生产技术上，已完全掌握并能正常使用信

息化工具和智能制造设备，公司的生产制造水平得到了全面的提升，生产制造成本得到了进一步的削减，整个产品的综合成

本得到了有效管控。 

3、研创并举，技术先发优势已初步成型 

2018年，公司十分重视氢能业务与船用业务的研发力度。目前，公司新产品加氢加注设备现已正式研发成功，通过引入

新的生产工艺和技术标准，目前已完成了小批量的生产，并顺利进行了产品的验证和客户交付，其产品质量满足客户预期。

相关核心零部件目前也正在抓紧研发与调试中，尤其是过度依赖国外进口的核心零部件，目前已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公司

的氢能产品有望实现核心部件的自主化，以此构建公司氢能业务的竞争优势与产品壁垒。在船用业务方面，公司自主研发的

“SEC系列LNG供气装置电控系统”在港盛1000（237TEU）多用途集装箱船舶成功运行，该控制系统实现了船舶LNG燃料的

充装、储存、供应的全过程管控，其安保子系统实现了对燃料动力船的可燃气体报警信号、火灾报警信号、供气撬装、循环

水、风机、发动机、发电机的监测及遥控，并且本套系统的所有核心部件均由公司自主研发，其中，独有的六主机供气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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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为行业首创，填补了国内市场空白。 

（二）业务运营方面 

1、化危为机，营销转型应对车用市场风险 

2018年，公司在传统车用天然气市场总体需求不强的情况下，分别从销售模式、销售区域、主打产品等方面，积极调整

了销售策略与业务重点，依托公司整体解决方案能力和业务综合运营能力，借助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深入客户需求，从卖产

品向卖服务转型，增强了公司与主要客户的业务粘性，最大化的抢占新增市场份额，进一步降低业务销售下滑的速度。公司

在积极抢占新增市场的同时，也重点关注存量市场的维系与二次营销工作，通过良好的客户关系与市场资源，以及优质的产

品和服务，进一步的抢占重点客户的内部新增市场。另外，公司通过信息系统，进一步提高了对一线销售人员的管理效率，

销售人员有更多的时间专注客户拜访与维系工作。 

2、及时转变，工程业务取舍中稳健发展 

2018年，公司继续推进EPC能源工程业务核心能力的打造与培育工作，在工程设计方面，公司在现有的设计资源基础上，

根据业务的经营需要，进行了设计专业的重组，整个设计团队的分工协作更加灵活，设计资源配置更加贴近客户的需要，设

计业务初步具备了“宜深则深，宜广则广”的能力。同时，公司积极吸取了2017年工程业务“冒进”所带来的经验教训，结合公

司现有的业务能力短板，聚焦设计类业务，突出工程业务的设计能力优势，推进公司工程业务的稳健有序发展。 

3、聚合资源，氢能业务发展蓄势待发 

2018年，公司成立了四川厚普卓越氢能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氢能产业的业务运营与市场推广，并于同年的11月与Air 

Liquide（法国液化空气集团）全资子公司Air Liquide Advanced Technologies S.A.（液化空气先进技术有限公司）签署了合资

条款书，计划共同出资在成都设立一家从事氢燃料电池电动车加氢站的开发、生产及销售的合资公司，推进氢能产业链的发

展，促进中国氢能基础设施的建设。后续，合作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现有的技术优势，在成都设立氢能产业基础设施核心技

术研发中心，研发70MPa加氢技术及液氢加注相关技术，逐步实现氢能加注核心部件的国产化，以降低氢能加注基础设施投

入成本并缩短建设周期，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通过对外合作引进国际氢能相关领先技术，集聚成都氢能领域高端人才和企

业，加快形成氢能基础设施产业的制造、核心关键技术与零配件的研发和国产化生产，厚普股份将为把成都打造成全球氢能

产业先进装备的制造业、氢能技术研发应用的高地和人才培养输送的聚集地做出重要贡献。 

4、心系客户，信息化技术粘合客户需求 

2018年，公司从市场出发，围绕核心客户的业务运营需求，成功地开发了一套能深入客户产品使用与运营场景的互联网

平台，赢得了与客户更深层次的业务合作机会，公司的产品具备了更多的附加价值与差异化优势，并在此基础上为公司创造

了二次拓展的空间。接下来，公司还将继续加强信息化产业的研发力度，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兴领

域加大投入、不断创新，持续完善公司现有产品的信息化功能，尤其是HopNet能源物联网平台，继续扩宽其应用功能，提

升平台运营稳定性，力求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天然气加气设备

及零部件 
315,023,134.80 229,367,869.20 27.19% -45.82% -35.45% -11.7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自2016年以来，受制于天然气汽车市场规模增长缓慢，公司传统车用加气站市场就已经开始步入低速增长阶段。近两年

天然气汽车新增规模依然相对较低，加之国内天然气价格阶段性上涨影响，天然气装备在车船用领域应用的经济性总体处于

低位，车船用装备作为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市场需求低迷导致公司营业收入大幅下滑；另一方面受行业竞争加剧及公司新迁

入的生产基地固定成本较高等因素影响导致公司产品毛利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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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作为主要的清洁能源，在我国环保政策的刺激和带动下，也迎来了高速发展阶段。公司主营产品天然气车用加注

设备，正是迎合了天然气在车用应用领域高速发展的这一行业发展契机，在短时间内呈快速发展态势，直到2017年其业务发

展速度才有所放缓。2018年，由于国内车用天然气加注站新增规模的缩减，公司的天然气加注设备的总体营收规模出现了较

大幅度的下滑，存量市场的迭代需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带来一定的市场规模，但总体上来看行业整体市场空间仍呈下降趋

势，公司的业绩受到了较大程度的影响，这也是公司2018年出现较大亏损的主要原因之一。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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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变更的原因和内容 

2018 年 6 月 15 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

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公司按照上述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对财务

报表格式进行相应变更。 

2、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7年财务报表受影响的科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42,787,828.93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663,931,962.36 

应收账款 621,144,133.43 

应付票据 322,630,615.13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619,755,953.85 

应付账款 297,125,338.72 

管理费用 127,693,033.69 管理费用 100,515,015.08 

研发费用 27,178,01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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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8年4月1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子公司成都燃气成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与青岛诺诚化学品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和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夏沧澜先生合资成立

青岛诺安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00万元，其中成套设备公司出资1,020.00万元，持股比例为51%，夏沧澜出资80.00

万元，持股比例为4%。 

2、2018年4月，公司设立了全资子公司四川厚普卓越氢能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6,000.00万元。 

3、2018年2月，公司子公司成都华气厚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设立了全资子公司厚普车呗网络技术（成都）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398万元。 

4、2018年9月，公司子公司成都华气厚普燃气成套设备有限公司与山东科瑞石油装备有限公司合资设立四川厚普科瑞能

源装备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其中燃气成套公司认缴出资额510万元，持股比例为51%，山东科瑞认缴出资额490

万元，持股比例为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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