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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39                             证券简称：雪人股份                          公告编号：2019-029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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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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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67407276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0686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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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耀虹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长乐区闽江口工业区洞山西路  

电话 0591-28513121  

电子信箱 hyh@snowkey.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制冰设备 

公司制冰设备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市场份额，国内外行业客户涉及领域广，产品主要应用于混凝土冷却、冷链物流、核电、

化工、商超以及食品加工等众多领域。公司制冰设备依托品牌、技术和质量优势，始终保持着行业龙头地位，业务收入增长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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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压缩机产品及系统应用 

公司掌握了压缩机的核心技术，拥有了SRM和RefComp两个国际知名的压缩机品牌，产品系列丰富，技术领先。此外，公

司通过参股美国 Concepts NREC公司，将压缩机产品线拓展至透平离心机领域，完成压缩机全系列布局，在燃气轮机技术，

在风能、潮汐能、涡轮增压和清洁循环、余热余压回收领域拥有技术储备。自此，公司跻身国际制冷领域的高端设备制造商

和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产品应用覆盖工业冷冻、商业冷藏、冷链物流、节能环保、新能源等领域。 

（一）冷链物流领域 

公司具备齐全的制冷高端设备制造基地，已为全球十几个国家150多个企业提供先进的冷链物流制冷设备。公司长期致

力于提升中国冷链生态整体水准，为太古冷链、美国嘉吉公司、美国泰森公司、韩国LG、普洛斯、双汇冷链等国内外冷链物

流企业提供冷链物流成套设备解决方案，为美团、永辉超市、每日优鲜等新零售企业提供标准的城市周转配送库和零售前置

仓。 

（二）工业冷冻领域 

公司的工业冷冻设备以SRM工业级螺杆制冷压缩机技术为核心，确保了在工业场合应用的可靠性、安全性和维护便利

性，公司工业冷冻设备最低应用温度能达到-269℃，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品得到客户的广泛认可，应用于欧洲核

子中心、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发的氦气等特殊气体超低温领域、石油气体化工领域。中科院在我国航空航天领域中

所需要的氢气提纯液化使用公司提供的超低温设备。 

（三）商用中央空调领域 

公司拥有国际知名的意大利“Refcomp”压缩机品牌，在中央空调市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开发的氨用半封闭变频螺杆

压缩机以及天然工质（空气、水、CO2、NH3）及各种环保制冷剂的新型高效节能环保制冷压缩机及其系统、磁悬浮离心压缩

机、高温热泵产品等节能环保产品，产品技术含量高，减少氟氢碳化物的使用，为全球气候问题解决技术难题，未来发展空

间广阔。 

（四）冰雪运动领域 

公司是国内最大的制冰设备及系统的生产商和供应商之一，也是国内少数能提供人工滑雪场工程的企业。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的意见》，为公司冰雪装备制造业发展带来机

遇。公司已完成鸟巢冰壶馆、中华世纪坛滑冰馆、黑龙江双鸭山冰上体育运动中心、桂林天湖滑雪场等多个场馆项目的建设。

同时，公司在国外也建设了众多大型室外滑雪场项目，包括韩国大明滑雪场、澳大利亚胡泊山滑雪场、瑞典高山滑雪场等项

目等，在冰雪项目建设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三、油气服务领域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佳运油气自2009年即成为中石油一级物资供应商，通过承接原属中石油系统内的天然气生产运行维护

业务和专业技术服务团队，成为国内最早从事天然气采气、集输、净化等生产装置运行维护业务的专业技术服务民营公司，

拥有中石油一级物资供应商准入证和部分主要油气田技术服务供应商市场准入证的供应商准入优势；其客户涵盖塔里木盆

地、四川盆地等国内主要天然气气田和非洲、中东等天然气资源丰富地区。同时，公司压缩机业务快速进入行业准入门槛较

高的天然气等油气应用领域，形成压缩机产品销售和技术服务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协同效益。 

四、新能源领域 

氢能和燃料电池技术是世界能源转型和动力转型的重大战略方向，是人类应对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理想解决方案。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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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电池汽车相比纯电动汽车，具有高功率密度、续航里程长、加氢时间短的优点，未来新能源汽车产业化重点将向燃料电

池汽车拓展，发展燃料电池业务是中国保护生态环境、驱动汽车工业升级的重要路径。 

在氢能源方面，公司通过全资并购以及参股的方式整合瑞典、加拿大以及日本氢能产业链上的核心技术与国际知名品牌。

控股与参股企业的产品和业务覆盖燃料电池空压机、氢气循环泵、水电解制氢设备、加氢站建设与成套设备、氢燃料电池电

堆以及氢储能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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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303,415,524.53 936,529,778.28 936,529,778.28 39.18% 811,128,345.02 811,128,345.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5,405,730.27 -58,893,258.96 -58,893,258.96 126.16% 33,054,026.84 33,054,026.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5,603,524.37 -84,437,583.69 -84,437,583.69 81.52% 26,780,466.54 26,780,466.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399,302.23 -1,456,045.92 -1,456,045.92 -408.18% -152,708.55 -152,708.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9 -0.09 122.22% 0.05 0.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9 -0.09 122.22% 0.05 0.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9% -2.63% -2.62% 3.31% 1.53% 1.53%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3,936,098,400.79 3,481,740,811.54 3,484,481,374.40 12.96% 3,329,375,341.29 3,329,375,341.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253,984,466.46 2,211,365,833.45 2,213,695,311.88 1.82% 2,273,747,029.51 2,273,747,029.51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本公司持有福州保税区合吉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权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合吉利主要资产为持有

加拿大Hydrogenics水吉能公司（系纳斯达克上市公司NASDAQ:HYGS），因此合吉利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应按照公允价

值计量，前期按照成本计量，进行差错更正。本项差错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期采用追溯重述法对该

项差错进行了更正；上述表格中，2016年财务报表数据未受影响，2017年总资产累计影响金额为2,740,562.86元；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累计影响金额为2,329,478.43元，具体受影响的各个比较期间报表项目名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累计

影响金额为2,740,562.86元；递延所得税负债，累计影响金额为411,084.43元；其他综合收益，累计影响金额为2,329,478.4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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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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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199,666.12 325,979,371.24 343,038,485.61 406,198,001.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99,547.07 8,817,370.80 2,895,392.59 1,693,419.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705,910.82 2,348,081.98 1,992,522.99 -14,238,218.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5,555,803.61 -4,466,052.47 45,488,330.74 97,134,2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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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1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8,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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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汝捷 1 境内自然人 26.75% 180,332,200 135,249,150 质押 161,959,207 

陈胜 境内自然人 7.37% 49,710,000 0 质押 49,609,800 

郑志树 境内自然人 3.59% 24,206,900 0 质押 24,206,700 

陈存忠 境内自然人 2.62% 17,660,000 0 质押 17,299,400 

钟剑 境内自然人 1.80% 12,107,619 7,523,511   

福建雪人股份

有限公司－第

二期员工持股

计划 

其他 1.10% 7,434,9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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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9% 6,000,000 0   

杜向东 境内自然人 0.88% 5,910,000 0   

盈科创新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6% 5,100,000 0   

信诚基金－中

信证券－上海

田翌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0.75% 5,056,17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除林汝捷 1 为陈胜的姐夫外，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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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说明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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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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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在适龄劳动力数量减少、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自动化设备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和我国产业结构面临转型调整压

力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智能装备制造产业作为实现《中国制造2025》规划、推动我国工业转型升级的基石产业，受到了我

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产业扶持力度不断加大。在国内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形势下以及产业政策的引导下，制冷行业的发展方式

正在由粗放式向智能化、绿色化、高效节能方向转变。 

公司利用掌握的压缩机核心技术，通过对能源转换、能源应用、余能回收、氢燃料电池电堆的应用，大幅度提高能源的

总体效率，为客户寻求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智慧化整体方案，加快实现从高端制冷设备制造商向能源综合利用系统解决

方案提供商和服务商的转型，  

2018年，公司进一步加强压缩机业务市场与销售的团队建设，加大新产品以及压缩机应用领域的开发和拓展力度。尤其

面对国家对冷链物流发展规划给冷链物流产业带来的发展契机，以“专业化＋一体化”的综合能力为核心，以丰富的产品以及

经验，保证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冷链不断链，提供环保高效，安全稳定的“绿色解决方案”，满足市场和客户需求。此外，

公司工业冷冻压缩机在石油化工等工业气体等应用市场获得快速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压缩机业务较去年同比增长81.32%. 

2018年，公司加快氢能领域产业布局，进一步加快在氢能源领域的技术研发和应用。报告期内，公司搭建了氢燃料电池

发动机实验室，2018年7月，公司氢燃料电池发动机项目列入国家工信部《2018年工业强基工程重点产品和工艺示范应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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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计划》，是福建省两项入选项目之一。2018年11月，由省、市经信委牵头，长乐区政府成功在公司召开了“氢燃料电池发

动机示范应用研讨会”。目前，公司正与厦门金龙、金旅、东南汽车等整车企业合作开发氢燃料发动机系统。 

根据2019年3月1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快我国加氢站等设施建设。公司具备

加氢站核心装备制造能力，可设计与制造加氢站、氢气压缩机组、氢气冷却机组等设备，同时公司凭超低温制冷技术快速切

入液氢产业链领域，已为欧洲核子中心以及中国中科院旗下中科富海公司提供了可用于氢气液化的超低温制冷压缩机组。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0341.5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9.18%；实现营业利润1,216.90万元，同比上升115.52%；

实现利润总额1300.84万元，同比上升116.32%。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1540.57万元，同比上升126.16%。报告期内，公司营

业收入和净利润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产品技术和品牌的影响不断加大，市场份额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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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冰设备 330,859,870.97 71,170,406.59 21.51% 22.48% 2.82% -4.11% 

压缩机（组） 462,117,051.68 91,405,071.62 19.78% 81.32% 163.11% 6.15% 

中央空调系统 108,777,748.22 18,038,408.03 16.58% -7.71% -11.84% -0.78% 

油气技术服务 373,683,599.74 106,204,977.78 28.42% 37.11% 30.07%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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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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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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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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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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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减少1户。 

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如下： 

名称 变更原因 

福建雪人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处置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2019 年 1-3 月净利润（万元） 150 至 225 

2018年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99.9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公司不断推进新产品，加大市场营销力度，预计营业收入有所增长；

2、加强经营预算管理，加强成本和费用管控。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林汝捷 1  

2019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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