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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49                        证券简称：依米康                   公告编号：2020-063 

依米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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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米康 股票代码 300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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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华楠 张敏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科园南二路二号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科园南二路二号 

电话 028-85185206 028-85977635 

电子信箱 lihn@ymk.com.cn zhangmin@ymk.com.cn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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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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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64,673,294.54 528,737,106.51 6.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980,604.86 5,659,727.12 -629.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39,434,882.42 3,771,471.62 -1,145.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083,715.35 -149,444,318.80 112.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85 0.0129 -631.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85 0.0129 -631.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9% 0.71%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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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1,769,941.30 2,811,358,815.34 1.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54,895,237.42 784,875,842.28 -3.8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2,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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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菀 境内自然人 17.24% 75,404,500 56,553,375 质押 53,149,998 

孙屹峥 境内自然人 15.77% 68,974,609 58,871,625 质押 40,449,996 

上海亨升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83% 25,512,500 0   

章木秀 境内自然人 4.74% 20,739,800 0   

孙晶晶 境内自然人 4.57% 20,000,000 15,000,000   

宋正兴 境内自然人 2.87% 12,562,945 0 质押 4,300,000 

王大云 境内自然人 1.58% 6,920,000 0   

胡静 境内自然人 1.52% 6,656,862 0   

#孙好好 境内自然人 1.18% 5,154,564 0   

#杨真 境内自然人 0.91% 3,976,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孙屹峥、张菀为夫妻关系，孙晶晶、孙好好为孙屹峥夫妇的女儿，孙屹

峥、张菀、孙晶晶、孙好好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以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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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公司股东孙好好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441,900 股，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712,664 股，实际合计持有 5,154,564 股。 

（2）公司股东杨真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99,500 股，通过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3,377,1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976,6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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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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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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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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既定的2020年各项经营计划及业绩规划推进经营管理工作，但受新

冠疫情影响，部分客户未能达到复工条件，部分在建项目无法入场安装或施工，施工进度较

原定计划延期或滞后，公司业务开展受到短期冲击，业绩出现下滑，其中一季度受疫情影响

较大，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3,979.10万元。二季度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各项目陆续顺利复工，业绩较一季度得到一定改善。公司上半年具体经营数据如下： 

（1）主要业务经营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6,467.33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98.06万元；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3,943.49万元。 

其中，信息数据领域实现营收43,076.32万元，同比增长8.29%；环保治理领域实现营收

8,719.85万元，同比下降18.75%；此外，因公司在报告期内实施了医疗健康领域实施主体桑瑞

思的剥离，以审计、评估基准日2020年4月30日为截止日，基准日后桑瑞思的财务数据不再纳

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同比下滑4,320.64万元，

净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为本期毛利率下滑，毛利率下滑较大主要原因是信息数据领域内部收

入结构发生变动，不同业务的毛利率变动综合影响所致。一、内部收入结构变动：信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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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主要包含系统集成业务和精密空调业务，系统集成业务毛利率低于精密空调业务。系统

集成业务2020年上半年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12,279.24万元，增幅72.55%，收入占信息领域业

务收入比为67.80%，上年同期占比为42.55%。精密空调业务2020年上半年收入较上年同期下

滑7,558.71万元，降幅40.41%，收入占信息领域业务收入比为25.87%，上年同期占比为47.12%.。

精密空调业务收入下降的原因为一季度精密空调业务发货量较去年同期下降41%，虽然二季

度基本恢复正常生产经营，但受生产周期、发货及安装周期、客户安装条件等限制，部分项

目未能在6月30日前签收或开机，未能满足收入确认条件。二、业务毛利率下降：2020年上半

年精密空调业务收入结构发生变动，公司加强战略客户和大客户的拓展、深耕，导致本报告

期精密空调业务毛利率下降至27.20%。 

虽然公司上半年净利润整体有所下滑，但综合考虑一季度业绩受疫情影响较大而导致业

绩未达预期后，公司在二季度采取多项有力措施及时调整经营策略，积极推进公司业务的拓

展，公司核心业务信息数据领域订单情况稳定，第二季度营业收入较上期同比增长48.04%，

未来随着各在手订单的顺利执行，公司将力争完成年度经营目标。 

（2）业务回顾 

报告期内，为集中资源发展信息数据领域业务，公司已剥离医疗健康领域业务，实现信

息数据领域的聚焦。公司现有业务主要涉及信息数据、环保治理两大领域，有关业务开展情

况具体如下： 

1）信息数据领域 

①稳步推进复工复产，力保经营业绩的实现 

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公司在克服短期订单交付压力、原材料紧缺、物流受限等困难

的同时，及时推进复工复产，成都总部工厂于2月10日获得成都市高新区政府部门批复正式复

工。特殊时期，公司一边抓疫情防控，一边紧抓项目生产、交付及业务机会。报告期内，随

着公司生产人员分批次复工，以及面对疫情公司采取的各项有效措施，各订单逐步恢复生产

及交付；疫情期间，公司推出各种线上/线下等形式的培训，合理利用网络资源进行线上业务

/技能培训，以提升管理人员管理及业务能力，这些有效的举措也为公司获取更多业务机会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精密空调及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陆续取得相关订单，业务涉及

IDC、移动、电信、轨道交通、国网电力、广电、军工等多个行业/客户。公司子公司智能工

程凭借精良的深化设计方案和雄厚的总包建设实力，成功中标四川川西数据产业有限公司“川

西数据IDC机房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一期）（深化设计及总承包）”，中标金额逾1.1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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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力得到进一步体现。 

②战略协同继续发力，助力多区域实现业绩突破 

报告期内，公司全力贯彻协同战略，集合四大业务线所有商机、客户、关系和技术资源

变成价值输出，从根本上实施“协同战略”，实现优势板块资源带动其他板块业务的发展效应，

产业协作生态快速延展，全面发挥依米康技术、智能制造、集成实施、市场渠道核心竞争力，

形成“YMK”品牌合力。 

报告期内，公司全员“以完成公司整体指标为目的”，深入践行在依米康“没有难协调的资

源、没有难交付的项目”宗旨，各子集团共享技术、供应链、营销和客户资源，各职能部门协

同作战，华东、华南、西南等多区域获得百万级订单，其中，西南区域签下首个军工行业订

单，实现区域军工行业的突破。 

③新产品研发取得突破，不断创新 

报告期内，集团及下属分子公司均按照其所制定的年度产品/技术研发计划开展工作，公

司相关研发建设工作得到分步、有效实施，取得了预期的成效。同时，公司不断实现研发创

新，积极结合新技术应用和场景化需求来加速产品和解决方案的研发与迭代。 

报告期内，公司“高热密度数据中心绿色节能列间空调研发”取得省科学技术厅科技成果

登记，项目成果总体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针对小型数据机房和通讯基站市场创新开

发的SGA系列多个型号获得CCC证书，新取得含基站空调（5G）、数据中心微模块在内的5

项外观专利证书，5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针对目前高速公路ETC门架系统的户外柜体解决方

案所开发的全新产品--易云系列户外智能一体柜在5月完成了样机装配并通过测试验收，产品

已可投入批量生产和上市销售，以上新产品和技术将为公司赢得更多市场份额奠定坚实基础。 

④赋能交付，助力经营目标的达成 

报告期内，保障重要客户订单交付成为重中之重，复工复产、资金保障、物料保障、生

产保障、物流保障以及现场安装调试、开机等服务保障环环相扣，每个环节都至关重要，为

公司精密空调产品交付带来很大的考验。面对一季度受疫情影响给公司带来的交付压力，二

季度公司迅速调整策略，产品交付中心根据二季度产品需求的收集分析，制定交付预警和计

划方案，协调交付中心各部门进行产能分析、优化生产模式和资源分配、结合物料情况优化

生产计划以及市场需求进度，每日更新，时时监控，实现赋能交付。同时，公司通过提升关

键岗位人员专业技能、两器加工工艺改造、自建喷涂生产线等有效措施，提升产品交付效率。

公司软件公司及工程事业部也积极探索提升交付效率的有效措施，保障重要客户及重大项目

的顺利交付，助力公司经营目标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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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加强内部管理，提高运营效率 

公司坚持提倡“人均能效、聚焦价值贡献”，通过优化业务流程、制定管理文件、加强内

部管理意识、组建契合公司业务及发展的专门团队等多个角度规范内部管理，以提高运营效

率，继而促进公司经营目标达成。报告期内，在一季度业绩亏损，加之疫情及其他各种因素

的影响下，为提振团队士气，保障经营指标顺利达成，集团召开经营会议对影响业绩的因素

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市场赋能、交付保障、激励政策、资金支持等方面着手，全力以赴保

障各经营单元达成目标。 

2）环保治理领域 

报告期内，面对外部市场环境竞争加剧，公司在环保治理领域强化打造除尘、脱硫、脱

硝等技术和产品升级的同时，积极转型拓展城市垃圾综合治理、生物质资源化处理等领域业

务，坚定推进创新智造战略，持续深化原有技术的优化创新，巩固加强实体智能制造的装备、

提高工程管理各环节把控能力，通过管理手段的提升，挖掘潜在效益。 

报告期内，公司从全面的工艺技术、完备的施工管理及有力的制造保障等三方面持续优

化环保治理领域的业务竞争力，推动环保治理业务开展。具体如下： 

①全面的工艺技术。面对环保治理日益趋严的趋势，企业已从简单的单一设备需求，转

为系统成套服务需求，从常规标准的治理指标提升到超低排放、超净排放的大气污染治理，

系统、全面、综合、超低治理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污染重点企业的迫切需求，公司子公司亿金

环保结合多年环保行业的工程施工经验积累及行业细分领域的发展趋势，融汇各工艺技术特

点，针对客户行业的需求，通过与各大设计院的摸索交流、验证，针对各类复杂的工程情况

量身定制环保解决方案，强化提供环保运营系统集成服务的能力，从成套设备供应向全系统

服务推进及转型。 

②完备的施工管理。面对日趋严格的环保政策及激烈的竞争态势，环保工程实施的周期

效应凸显。亿金环保通过加大项目施工管理力度，从人员、物资、质量、售后上实行全生命

周期管理，实现速度与质量共进，在保证亿金环保品牌品质的同时，也为亿金获得更多市场

份额奠定有力的基础。 

③有力的制造保障。亿金环保不断强化实体智能制造加工能力，本报告期在供货产能及

设备质量上为项目实施提供了具有竞争力的保障。 

④持续的技术研发。报告期内，亿金环保制定了年度产品/技术研发计划，相关研发建设

工作得到有效实施，取得了一定成效，新获得2项实用新型专利，新增已受理待获证发明专利

1项、实用新型3项。亿金环保前期储备开发的针对冶金行业中低温SCR脱硝、烟气消白、S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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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法脱硫等新兴大气污染治理技术，已经获取了订单，项目的成功实施将为未来公司赢得更

大的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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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公司实施了对桑瑞思的股权转让事项，自审计、评估基准日2020年4月30日后桑瑞思不再纳入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依米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菀 

                                                     日期：2020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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