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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58                            证券简称：雪迪龙                                公告编号：2020-057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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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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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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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迪龙 股票代码 002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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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鹏娜 杨媛媛 

办公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国际信息产业基地高

新三街 3 号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国际信息产业基地高

新三街 3 号 

电话 010-80735666 010-80735664 

电子信箱 zqb@chsdl.com yangyuanyuan@chsd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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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74,152,402.47 614,703,812.22 -39.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285,474.72 53,558,904.66 -82.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571,937.96 53,937,748.66 -85.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0,072,002.47 51,725,249.45 -3.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9 -77.78%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9 -77.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4% 2.56%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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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6,842,233.18 3,053,074,401.66 -1.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83,049,609.80 2,135,784,486.55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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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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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敖小强 境内自然人 62.86% 380,260,000 285,195,000 质押 55,000,000 

王凌秋 境内自然人 1.29% 7,800,000 5,850,000 质押 2,600,000 

郜武 境内自然人 1.24% 7,474,920 5,606,19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93% 5,614,600 0   

融通基金－工

商银行－融通

－融丰 1 号特

定多个客户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82% 4,934,897 0   

黄闻革 境内自然人 0.76% 4,600,000 0   

丁思寓 境内自然人 0.65% 3,939,000 0   

吕会平 境内自然人 0.64% 3,900,000 0   

#张党文 境内自然人 0.38% 2,315,426 0   

北京雪迪龙科

技股份有限公

司－第二期员

工持股计划 

其他 0.36% 2,180,32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第一大股东敖小强和第二大股东王凌秋、第三大股东郜武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

况。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 号文）等规定，公

司控股股东敖小强先生、董事郜武先生等十名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含公司

董事王凌秋女士）以自筹资金认购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设立的“融通—融丰 1 号特定多

个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份额，通过该资产管理计划从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票，合计买入雪迪

龙公司股票 493.4897 万股。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对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的股票进行管理，并督促上述增持人严格按照有关规

定买卖公司股票，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第三大股东郜武通过雪迪龙员

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部分股份。除上述说明的关系外，敖小强、王凌秋、郜武三名公

司股东与其他七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况，公司未知其他七名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张党文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2,315,426 股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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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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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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北京雪迪龙

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 

迪龙转债 128033 2017 年 12 月 27 日 2023 年 12 月 27 日 51,983.13 1.0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30.21% 29.74% 0.47%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85 6.61 -5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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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公司一方面积极开展疫情防控，一方面积极推动复工复产。公司成立了专门的

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开展防护物资筹备、防控工作检查、应急预案制定等一系列的防疫活动。随着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公

司于5月份基本实现全面复工复产。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国各地企业和政府对于环保投入都有不同程度的延缓或滞后，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了较大

的影响。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4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39.1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29万

元，较去年同期下降82.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后净利润为757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85.96%。 

  2020年3月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强化监测能

力建设。加快构建陆海统筹、天地一体、上下协同、信息共享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实现环境质量、污染源和生态状况监测

全覆盖。实行“谁考核、谁监测”，不断完善生态环境监测技术体系，全面提高监测自动化、标准化、信息化水平，推动实现

环境质量预报预警，确保监测数据“真、准、全”。推进信息化建设，形成生态环境数据一本台账、一张网络、一个窗口。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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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监测技术装备研发与应用力度，推动监测装备精准、快速、便携化发展。” 

  2020年6月，生态环境部印发《生态环境监测规划纲要（2020-2035年）》，纲要指出，“大气环境监测，“十四五”期间，国

控点位从1436个增加至2000个左右。深化污染成因监测，支撑精细管控，完善全国大气颗粒物化学组分监测网和大气光化学

评估监测网・地表水环境监测，“十四五”期间，国控断面数量从2050个整合增加至4000个左右，分级分类开展饮用水水源地

水质监测；进一步拓展自动监测指标和覆盖范围，国家层面逐步建立国控断面9+N自动监测能力，地方层面，逐步实现城市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自动监测能力全覆盖；推动水质污染溯源监测・地下水环境监测，开展重点区域地下水环境监测，

形成多层次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网络；构建以重点污染源和饮用水源地为重点的“双源”地下水环境监控网…” 

  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节能环保产业也是我国现阶段重点培养和发展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随着疫情防

控常态化，复工复产已稳步推进，环保投入与落实将趋于正常，环境监测将进一步与工业互联网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随

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及在监测领域的广泛应用，环境监测行业发展仍将面临良好的前景，行业活

力也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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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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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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