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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71                           证券简称：和远气体                           公告编号：2020-028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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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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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远气体 股票代码 002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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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吉鹏 李逊宜 

办公地址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窑湾乡石板村二组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窑湾乡石板村二组 

电话 0717-6074701 0717-6074701 

电子信箱 dshmishu@hbhy-gas.com lixunyi@hbhy-gas.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产品及业务 

公司致力于工业气体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以及工业尾气回收循环利用。公司经营的工业气体可大致分为三类：普

通气体、特种气体以及清洁能源。其中普通气体包括氧、氮、氩、二氧化碳、乙炔、丙烷等；特种气体包括氦气、氢气等；

清洁能源包括液态天然气等。公司形成了以工业气体产业为基础，以节能环保产业为拓展方向的“双翼战略”。 

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冶金、钢铁、石油、化工、机械、电子、光纤、半导体、芯片、玻璃、陶瓷、建材、建筑、食品加

工、医药医疗等行业。 

（2）行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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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拉动全球市场经济的主要引擎，工业气体市场规模经过近十年的快速增长，2018年达到了1300亿元以上的规模，

预计未来几年仍会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 

公司多年来专注于气体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自设立以来逐渐在行业内形成了良好的口碑和影响力。由于工业气体的运输

成本会随着距离的提升而增加，市场的竞争主要体现为区域性竞争，一旦在区域内确立竞争优势，会对潜在竞争对手形成较

高的竞争门槛，先发优势明显。公司作为中国工业气体工业协会理事单位，湖北省安全生产技术协会会员单位，湖北省工业

气体协会副理事长单位，销售业务主要集中在华中地区，形成了较强的区域性优势。在瓶装气体市场，公司在湖北省占有70%

的市场份额，终端销售网络覆盖全省；在液态气体市场，公司凭借鄂东浠水、鄂西猇亭两大生产基地，以及正在投建的鄂西

北气体营运中心、潜江化工业园7万吨食品氮项目，合理优化产业布局，完善物流配送网络，液态气体市场份额在华中区域

拥有绝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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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665,623,667.86 624,616,617.42 6.57% 575,203,395.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527,935.04 75,359,184.84 12.17% 44,963,09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2,075,407.55 75,813,423.49 8.26% 46,675,351.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782,300.59 75,394,300.33 27.04% 44,482,688.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0 0.63 11.11% 0.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0 0.63 11.11% 0.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83% 15.36% -0.53% 10.12%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224,965,544.53 1,029,163,991.55 19.03% 886,540,702.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11,744,885.05 527,849,694.97 15.89% 453,446,08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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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946,162.70 173,973,436.62 163,498,214.25 183,205,854.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7,500,976.72 22,097,259.92 24,461,653.85 20,468,044.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206,005.59 21,747,009.95 24,262,533.65 19,859,858.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5,532,171.73 23,865,231.63 23,665,551.39 32,719,34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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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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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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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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涛 
境内自然

人 
27.96% 33,549,769 33,549,769   

交投佰仕德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0.17% 24,200,000 24,200,000   

杨峰 
境内自然

人 
10.03% 12,040,454 12,040,454   

长江资本 
境内非国

有法人 
9.61% 11,532,000 11,532,000   

长阳鸿朗 
境内非国

有法人 
7.92% 9,507,926 9,507,926   

黄伟 
境内自然

人 
4.88% 5,850,000 5,850,000   

杨勇发 
境内自然

人 
4.39% 5,265,075 5,265,075   

湖北泓旭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97% 4,760,000 4,760,000   

武汉火炬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13% 3,750,000 3,750,000   

长阳鸿翔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21% 2,654,306 2,654,30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杨涛、杨峰、杨勇发等 4 人以创始人合伙关系及家族亲情关系为纽带，对和远气体具有共

同的利益基础和共同认可的发展目标，彼此信任，关系良好，并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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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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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工业气体行业在经过2018年价高量紧后，由于产能释放，液氧、液氮市场价格呈下行趋势。面对复杂的经营环

境和市场变化，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内部实际情况和外部环境因素采取灵活经营策略，对外增加销量，扩充区域市场份额，

对内优化产业布局，降低成本提高运营效率，提高了公司业绩。 

    公司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665,623,667.86元，比上年度增长6.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4,527,935.04元，

比上年度增加12.17%；公司总资产1,224,965,544.53元，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资产611,744,885.05元，资产负债率50.06%。 

    全年销售液态气体37.21万吨（其中：液氧20.45万吨、液氮11.37万吨、液氩1.27万吨、液二氧化碳2.16万吨、液化天

然气1.95万吨），比上年增加22.59%，销售瓶装气体308万瓶，与上年量平价长，管道气28000余万方，较上年小幅增加。经

营业绩增长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新疆单晶硅氩气尾气回收项目自2018年9月投产以来运行稳定，以及公司液态气体销量增加

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安全”和“利润”两大核心，通过“更精、更细、更深”的管理、人才、文化建设，在各项管理

上取得了成效。 

(1)全面提升安全管理人员专业能力，实现全年零安全事故 

安全是公司最大的效益，公司的安全管理已处于规范固化阶段，实现全年零安全事故，有效地为公司的生产经营和上市

起到保驾护航作用。2019年公司安全管理体系启动宜昌蓝天气体有限公司和浠水蓝天联合气体有限公司三体系认证工作，并

于2020年1月中旬通过验收。人员配置方面，公司共增加专职安全管理人员4人。为提升安全管理人员履职能力，公司组织各

分子公司安全管理人员和主要生产管理岗位报考注册安全工程师，并在2019年4月上旬组织开展为其一周安全管理人员封闭

培训，学习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和安全专业管理知识。 

(2)深耕湖北市场，辐射华中，深度挖掘客户价值 

2019年的市场竞争趋于激烈，产品价格经历2018年的高峰后，在2019年上半年开始回落，公司凭借深耕市场战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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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合理布局来达到管理提升、内部挖潜的目的，液态销售扩量成效显著，瓶装气体稳中有升。公司一直以来致力于提高客

户忠诚度，建立客户关系网，通过已有客户挖掘潜在新客户；充分发挥公司品牌及终端网络的效应，促使气体销售从单一区

域向其他区域延伸，湖北省外销售额得到较大幅度增长；提供客户的专注度，增强客户对公司的偏好和依赖性；保证公司气

体品类的多元化，促使已有客户在公司实现一站式购买；激活历史交易客户。 

(3)内部管理和成本控制做到“更精、更细、更深” 

2019年内控管理和成本控制围绕“更精、更细、更深”的目标也取得较好成绩，各项专项管理的落实解决了过去存在的

短板，应收账款回收和账期控制都达到最佳状态，以成本控制为核心的绩效改善工作在全公司得到基本落实，各项单耗、费

用控制都有了具体方法和措施，并得到持续改善。 

(4)夯实的技术实力 

    在研发方面，公司成立专门的研发中心和技术中心进行研发，并与三峡大学签订长期战略合作协议进行产学研合作，并

出台《研发项目管理办法》等制度保障研发的进行。经过多年的研发投入公司形成了丰富的技术积累并于2015年被评为高新

技术企业，并在多个行业细分领域取得了技术突破，例如，公司是国内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在技术上实现对含油氩气

净化回收的工业气体企业，尾气回收利用率高达90%；公司于2013年启动的“富氦工业尾气回收再利用关键技术及其工业化

应用研究”研发项目，通过技术创新解决了业内困扰的常压氦气尾气回收问题，获得专利《一种用于氦气回收的稳压回收装

置》；2015年，公司发起对宜昌猇亭空分装置的节能技术改造，运用多项独有创新技术，该项目“针对特定型号液体空分进

行节能降耗研究”取得了湖北省科技成果鉴定证书。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公司不断将新技术进行成果转化，形成了雄厚的

技术储备。截至目前，公司获得已授权发明专利5项，实用新型专利47项，四个研发项目成果取得湖北省科技成果登记证书。 

(5)物流管理效率极大优化，司机队伍素质得到提升 

    按照公司物流三年规划，2020年公司物流管理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通过改革，基本达到体系化、制度化、流程化的管理

目标。公司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通过路线优化、合理调度，信息化管理等措施，持续不断地强化司机的技能培训和道德品

质的再教育，打造了一支高素质、高效的物流队伍。司机队伍的主人翁意识、安全意识、成本意识、服务意识得到提升，吨

公里油耗、满载率等各项指标得到极大优化。 

(6)持续优化生产运行设备 

随着公司规模的壮大，公司液态生产基地、现场制气、工业尾气回收循环再利用项目运行装置数量越来越多，地域分散，

保证设备装置长周期安全、稳定、规范的运行，增加产量，降低单耗，是公司获得利润的重要保证。2019年上半年猇亭基地、

兴发氢气、压缩空气，经过不断技术改进与调整，在下半年逐步到达正常状态，浠水基地继续保持高效运行，新疆氩气尾气

回收循环再利用项目自投产后，不断进行技术优化，每日氩气平均产量由年初的108吨提升到了124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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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行业 665,623,667.86 292,461,948.48 43.94% 6.57% 7.61% 0.43% 

1、主营业务收

入（气体销售） 
599,818,127.79 247,247,384.28 41.22% 1.81% 3.62% -1.03% 

2、其他业务收

入（委托加工、

租赁等） 

65,805,540.07 45,214,564.20 68.71% 85.71% 63.50% 4.25% 

分产品 665,623,667.86 292,461,948.48 43.94% 6.57% 7.61% 0.43% 

1、普通气体 462,380,576.99 212,682,260.66 46.00% 5.35% 14.62% -4.36% 

其中：氧气 214,355,643.77 107,208,226.28 50.01% 4.50% 28.62% -9.37% 

      氮气 131,941,557.96 54,421,187.76 41.25% 3.67% 10.02% -3.39% 

2、特种气体 52,089,072.42 26,436,751.50 50.75% 29.31% 6.26% 1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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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清洁能源 85,348,478.38 8,128,372.12 9.52% -22.42% -21.40% -1.17% 

其中：液化天

然气 
77,670,796.54 6,693,929.15 8.62% -23.95% -22.15% -2.11% 

分地区 665,623,667.86 292,461,948.48 43.94% 6.57% 7.61% 0.43% 

1、湖北省内 584,900,269.89 248,918,430.88 42.56% 3.02% 4.97% -1.07% 

其中：主营业

务收入 
555,679,132.31 229,470,179.69 41.30% 3.09% 5.24% -1.20% 

其他业务收入 29,221,137.58 19,448,251.19 66.56% 1.55% -3.23% 1.65% 

2、湖北省外 80,723,397.97 43,543,517.60 53.94% 42.03% 13.44% 11.61% 

其中：主营业

务收入 
44,138,995.48 17,777,204.59 40.28% -12.03% -12.94% 0.62% 

其他业务收入 36,584,402.49 25,766,313.01 70.43% 449.42% 333.61%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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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关于修订印发合

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财务报表. 

2、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

融工具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

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3、本公司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自2019年6月17日起执行经

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

及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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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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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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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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