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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49                                               证券简称：依米康                                 公告编号：2022-052 

依米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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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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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米康 股票代码 30024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建军（代） 吴慧敏 

电话 028-85185206 028-85977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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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信箱 huangjianjun@ymk.com.cn wuhm@ymk.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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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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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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662,990.54 582,217,010.45 -13.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3,879,519.05 20,159,668.24 117.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4,587,173.18 18,350,283.98 -288.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228,645.86 -19,490,251.90 1.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03 0.0461 117.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77 0.0461 111.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7% 3.20%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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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4,253,611.48 2,868,847,944.19 -1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01,601,868.82 649,893,874.58 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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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3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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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张菀 境内自然人 17.24% 75,404,500 56,553,375 质押 13,000,000 

孙屹峥 境内自然人 13.50% 59,055,209 59,055,209 质押 37,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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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亨升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4% 3,224,700 0   

宋正兴 境内自然人 0.58% 2,500,000 0   

王倩 境内自然人 0.36% 1,560,000 0   

孙好好 境内自然人 0.31% 1,360,964 0   

吕强 境内自然人 0.29% 1,269,900 0   

BARCLAYS 
BANK PLC 

境外法人 0.28% 1,220,374 0   

陆昌 境内自然人 0.23%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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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陆昌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1,0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股 1,000,000 股； 

（2）公司股东孙好好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1,360,964 股，实际合计持有 1,360,964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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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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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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0,266.30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3.66%；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87.9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17.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3,458.72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288.48%；其中，公司本报告期

摊销股权激励费用 1,657.79 万元，扣除该因素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1,800.93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98.14%，主要分析如下： 

（一）本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 50,266.30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7,955.40 万元，较上

年同期减少 13.66%，其中，公司环保治理领域收入 5,929.76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7,225.57 万元，下降 54.93%，公司信息数据领域收入 44,336.54 万元，小幅下降 1.62%。本

报告期营业收入下降主要系因新冠疫情原因，客户要求项目延期、现场不具备施工条件以

及供应链受阻等原因。同时，本报告期铜和钢材等原材料价格维持高位运行，毛利率小幅

下滑 0.62 个百分点。收入和毛利率下滑综合影响，公司毛利润同比下降 1,802.72 万元。 

（二）扣除股权激励费用 1,657.79 万元，公司期间费用较去年同期下降 348.95 万元，

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转让腾龙资产 100%股权及债务重组，收到腾龙数据支付的交易价款

25,230.06 万元，改善了公司的现金状况，优化了公司的资产结构和融资结构，减少财务费

用。除财务费用外，公司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合计增加 496.28 万元，主要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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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为处置非相关业务支付相关中介费用，同时公司加大市场和研发投入等因素综合影响所

致。 

（三）本报告期公司收到客户回款冲回前期计提坏账准备 1,139.24 万元，较上年同期

减少 2,400.22 万元，主要系公司去年同期收到重大项目或长账龄客户回款冲回坏账准备较

多，本报告期公司持续加强应收账款管理，提高公司资金周转速度与运营效率。 

面对今年上半年经营过程中各种不确定因素，公司坚定成为数字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

整体解决方案优秀服务商的发展目标，持续聚焦信息数据领域，深化布局；逐步梳理并处

置与信息数据领域的非相关业务单元，持续加强对核心主营业务的资源投入，力争实现全

年经营目标，逐步实现从多元化战略向聚焦战略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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