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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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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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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青龙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长乐区闽江口工业区洞江西路  

传真 0591-28513121  

电话 0591-28513121  

电子信箱 wangqinglong@snowkey.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制冰设备 

公司的制冰设备及制冰系统业务包括制冰、储冰、送冰设备及系统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产品主要应用在食品加工、商

超物流、远洋捕捞等行业冷链建设领域，水利水电、核电、建筑工程等行业在内的混凝土降温领域，矿井降温等人工环境领

域，蓄能调峰等节能环保领域，以及精细化工行业反应釜降温、人工冰雪、食用冰、制药医疗等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为白鹤滩水电站国家大型水利枢纽提供了混凝土冷却系统，公司制冰设备应用于国内多个大型冰雪运动

场馆项目，包括北京张家口地区的人工造雪设施。 

（二）压缩机产品及系统应用 

公司拥有活塞、螺杆以及离心式压缩机技术，各类压缩机产品系列丰富，应用覆盖冷链物流、工业制冷、油气处理、空

调热泵以及氢能源装备等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制冷相关产品应用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雪游龙”国家雪车雪橇中心等相关场馆赛道的项目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将天然制冷剂运用于高温热泵领域并取得了良好成果。该技术可广泛满足区域供暖、生产工艺热水、生

活热水等需求，在冬奥生态示范区张家口，实现了风力驱动的零碳天然工质热泵应用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压缩机产品在国内油气化工、新能源、新材料领域市场快速拓展。 

报告期内，公司向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提供的氦气螺杆压缩机组成功应用于全超导托克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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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整体设备实现了零下269℃超低温制冷，应用在超低温领域的该项氦气螺杆压缩机组已被认定为国内首台（套）重大技

术装备。 

报告期内，公司与中科院理化所共同完成的“自动控制内容积比大型氦螺杆压缩机关键技术及制冷低温应用”项目顺利

通过了第三方科技成果评价。根据评价结果，该项目成果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难度大，创新性强，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具有重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市场应用前景广阔。 

（三）油气服务 

报告期内，佳运油气为油气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天然气气田提供适用于不同气源、工况的采气、集输、净化等地面生产

装置自动化解决方案，在自身天然气运营服务业务稳步发展的同时，结合公司的压缩机技术和设备优势，积极拓展资产运营

（如LNG项目、页岩气压裂项目）、脱硫环保等新兴业务，同时，对外设立合资公司拓展油气劳务、油气技术培训等业务，扩

大运维、自控及物联网业务。 

（四）中央空调系统业务 

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杭州龙华是国内优秀的建筑环境系统集成服务商，主要负责中央空调系统的安装、销售及运维服务，

提供冰蓄冷、IDC机房温控、冷藏冷冻库、地源热泵、中央空调系统集成及运营维护服务，承接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的5G

数据中心机房的控制系统改造及机房环境改造项目，阿里巴巴杭州总部的中央空调改造项目等。 

（五）氢能源领域 

公司可为新能源整车企业提供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及其核心部件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主要募投项目包括氢燃料电池系统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与氢能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上述项目的实施将持续推动公司氢能技术发展以及氢燃料电池系统的产业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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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5,662,103.84 3,957,656,162.89 17.13% 4,014,646,983.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54,914,324.67 2,114,417,311.58 25.56% 2,297,872,907.60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2,008,655,584.69 1,458,378,294.45 37.73% 1,513,568,678.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3,281,446.55 -181,110,263.12 37.45% 56,926,436.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6,407,223.17 -184,921,609.00 20.83% -36,699,640.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676,089.70 130,697,145.38 -175.50% 161,874,933.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81 -0.2687 37.44% 0.08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81 -0.2687 37.44% 0.08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2% -8.21% 2.69% 2.5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77,640,378.07 542,526,565.48 472,158,236.42 716,330,404.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610,817.57 205,757.19 494,179.02 -85,370,565.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363,831.03 -7,128,244.14 -5,727,331.40 -103,187,816.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939,843.38 -8,358,991.16 -73,200,700.45 -2,176,55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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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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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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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38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4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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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汝捷 1 境内自然人 20.12% 155,452,029 118,794,904 质押 5,990,000 

吕强 境内自然人 3.43% 26,470,588 26,470,588   

王爱瑞 境内自然人 1.90% 14,705,882 14,705,882   

陈胜 境内自然人 1.49% 11,518,446 0   

陈存忠 境内自然人 1.42% 10,980,000 0   

杜桥 境内自然人 1.41% 10,903,848 0   

郑志树 境内自然人 1.36% 10,471,764 4,411,764   

刘炜 境内自然人 0.95% 7,352,941 7,352,941   

郑志杰 境内自然人 0.87% 6,756,664 4,411,764   

王小义 境内自然人 0.67% 5,2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内陈胜与林汝捷 1 为一致行动人；郑志杰与郑志树为兄弟。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股东中，陈胜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数量为 0 股，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为 11,518,446

股；陈存忠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数量为 0 股，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为 10,980,000 股；杜桥

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数量为 0 股，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为 10,903,848 股；郑志树普通证券

账户持有数量为 0 股，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为 5,610,000 股；王小义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数

量为 0 股，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为 5,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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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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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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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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21年4月2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1年

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议案；2021年7月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

单》（受理序号：211715）；2021年7月1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

馈意见通知书》（211715号）。2021年8月13日，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资料补充和问题答复，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2021年9月30日，公司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202}号）。相

关事项均已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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