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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71                               证券简称：厚普股份                        公告编号：2017-061 

成都华气厚普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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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普股份 股票代码 300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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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志坚 胡莞苓 

办公地址 成都市高新区康隆路 555 号 成都市高新区康隆路 555 号 

电话 028-63165919 028-63165919 

电子信箱 hpgf@hqhop.com hpgf@hqho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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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62,992,673.52 460,326,947.40 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1,870,579.93 59,264,402.19 4.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51,709,481.04 43,008,893.62 20.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1,989,580.84 -166,879,537.59 -2.97% 



成都华气厚普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69 0.1604 4.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60 0.1604 3.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2% 3.90%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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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2,019,445.62 2,410,493,438.35 1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04,494,581.22 1,680,069,515.41 1.4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8,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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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涛 境内自然人 32.28% 119,675,000 119,675,000 
质押 28,715,000 

质押  

唐新潮 境内自然人 8.06% 29,900,000 0 质押 10,000,000 

华油天然气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66% 21,000,000 0   

林学勤 境内自然人 5.36% 19,875,000 0 质押 10,000,000 

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5% 5,370,545 0   

北京爱洁隆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2% 4,150,00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先进制

造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2% 2,655,921 0   

陶秀珍 境内自然人 0.48% 1,791,872 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48% 1,773,000 0   

陈颖 境内自然人 0.47% 1,744,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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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东陶秀珍持有普通证券账户数量 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1,791,872 股。实际合计持有 1,791,872 股；公司股东陈颖持有普通证券账户数量 107,00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1,637,5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74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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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公司致力于打造清洁能源全产业链方案提供商，努力将业务从上市初期单纯加气站设备销售向天然气全产业链延伸，

并积极向光伏、氢能拓展，业务性质也由仅设备销售向提供全生命周期解决方案演变，完成从设计、设备选型、施工到售后

维修的全方位服务体系，在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的同时，也降低了经营周期波动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299.2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0.58 %，实现净利润6187.0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40%，

在传统加气站设备尚不景气的情况下仍实现总体业务同比增长，公司转型初见成效。未来公司将坚定全产业链发展战略，积

极开拓天然气管道、LNG液化工厂、煤改气、船改气、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光伏分布式能源等业务，实现公司业绩多轮驱

动。总体经营情况如下： 

1、生产经营方面：宏达业务已经逐步发力，传统加气站设备业务控本增效 

未来公司全产业链发展战略将重点围绕全资子公司宏达展开。目前，宏达已拥有三大行业（天然气、光伏、电力）十余

项专业的工程设计、工程勘察、工程咨询及工程总承包资质，服务链条从上游开采端、合成端，经中游天然气加工及输送，

延伸至下游终端用户，向客户提供资质范围内的项目策划、工程咨询、专业尽职调查、工艺包研发、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

工程设计、工程勘察等全过程、全方位、完整的行业技术服务。报告期内，宏达业务共实现收入18,645万元。 

传统加气站设备方面坚持控本增效。由于受2016年油价下跌后续影响，本报告期内业绩承压。公司在行业低谷时，积极

改进工艺流程，大力推进生产智能化、信息化，精益生产，同时通过有效控制采购和制造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和生产效率。

报告期内，加气站设备业务共实现收入11,724万元。 

2、技术研发方面：打造核心技术，夯实基础，布局长远 

（1）清洁能源装备的关键部件领域：实现国产化提高综合竞争力 

公司为解决行业中许多关键部件长期依赖国外进口的现状，致力于加气机拉断阀、高压防爆电磁阀、低温潜液泵、低

温柱塞泵、低温加液枪、质量流量计等关键部件的研发及制造。这些关键部件的国产化研发及产业化，进一步拓展了公司关

键部件的品种范围，不仅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缩短供货周期，而且有利于产品售后服务，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市场竞争能

力。 



成都华气厚普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2）物联网领域：与时俱进，实现能源互联 

公司重视能源互联工作，新研发的真空传感器、电容液位计、复合传感器(压力、温度、液位、真空)、防爆工业平板电

脑等硬件产品，已在天然气领域的系统建设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并获得了多项专利，为公司在物联网领域实现跨产业提供整

体解决方案奠定了坚实基础。 

（3）天然气分布式发电领域：公司将积极抓住历史机遇 

根据发改委《关于发展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的指导意见》规划，2020年我国天然气分布式发电装机容量将达5000万千瓦，

按分布式能源单台投资价格6000元/千瓦计算，市场规模将达千亿级别。在全球天然气供大于求的格局下，叠加国内天然气

市场化改革，国内天然气价格进入下行趋势，这将为天然气分布式发电市场创造历史机遇。 

公司重视该领域难得发展机会，未来将积极将业务由加气站设备向分布式发电业务延伸，为公司打造新的增长点。 

（4）船舶技术领域：已处于行业领先位置 

公司积极响应国家推进绿色航运发展和船舶节能减排政策，高度重视船用LNG应用的创新研发，依托多年船用方面的

技术积累，积极提供船舶设计、船用LNG成套设备、船用LNG加气站成套设备、船用LNG工程安装等船舶产业链服务，提

升了公司整体竞争力。公司研发的LNG燃料供气系统通过产品型式试验，获得了中国船级社颁发的国内首个同类产品型式

认可证书，该产品采用模块化设计，具有高集成、安全易维护、低能耗等特点。 

（5）氢能源应用技术研发 

目前，公司已研制出集成式可移动橇装加氢装置，具有氢气增压、存储、充装、计量及安全控制功能，用于为氢燃料电

池汽车充装氢气，目前，该装置的研发已取得阶段性突破，正在进行产品优化。同时大力研发氢能核心部件，如：加氢枪的

自主研发能有效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推进氢能装备制造的国产化；微型天然气制氢橇装装置可快速把CNG站一站式改为H2、

HCNG、CNG混合加气站，积极推动氢能行业产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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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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