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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杨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欣弈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田俊峰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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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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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66,306.28 144,946,162.70 -3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737,342.78 17,500,976.72 -38.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1,909,093.21 16,206,005.59 -26.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0,850,557.70 15,532,171.73 -556.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5 -5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5 -5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2% 3.26%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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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7,527,048.79 1,224,965,544.53 47.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16,118,090.41 611,744,885.05 66.1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83,089.41 处置固定资产损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75,904.53 收到的政府补助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44,691.37 
疫情期间非正常停工损失及捐

赠等 

减：所得税影响额 -213,947.00  

合计 -1,171,750.4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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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营业外支出 1,537,024.20 疫情期间非正常停工损失 

其他营业外支出 659,785.64 疫情期间的捐赠支出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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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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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涛 境内自然人 20.97% 33,549,769 33,549,769   

交投佰仕德（宜

昌）健康环保产

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13% 24,200,000 24,200,000   

杨峰 境内自然人 7.53% 12,040,454 12,040,454   

长江成长资本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21% 11,532,000 11,532,000   

长阳鸿朗咨询管

理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自然人 5.94% 9,507,926 9,507,926   

黄伟 境内自然人 3.66% 5,850,000 5,850,000   

杨勇发 境内自然人 3.29% 5,265,075 5,265,075   

湖北泓旭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8% 4,760,000 4,760,000   

武汉火炬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4% 3,750,000 3,750,000   

长阳鸿翔咨询管

理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6% 2,654,306 2,654,306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华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263,908 人民币普通股 263,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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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功威 259,646 人民币普通股 259,646 

刘俊 255,459 人民币普通股 255,459 

上海明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明

汯价值成长 1 期私募投资基金 
238,470 人民币普通股 238,47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6,121 人民币普通股 206,121 

陈麟峰 205,057 人民币普通股 205,057 

胡国栋 184,500 人民币普通股 184,500 

李凯 144,859 人民币普通股 144,859 

徐军 141,900 人民币普通股 141,900 

高志宏 141,286 人民币普通股 141,28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杨涛、杨峰、杨勇发与另一位股东冯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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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一致行动人的情

况。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刘俊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48159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7300 股，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 255459 股； 

陈麟峰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05057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 205057 股； 

李凯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40459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400 股，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 144859 股； 

徐军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41900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合计持

有公司股票 14190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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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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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主要变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增减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445,955,895.51 49,500,647.51 800.91% 报告期内，公司于2020年1月在深交所发

行上市，募集资金净额3.91亿元，并作为

全国防疫物资重点保障企业，获得政策性

优惠贷款2亿元。 

应收账款 113,057,606.01 83,656,778.89 35.14% 受新冠疫情及春节假期影响，报告期内销

售回款较差。 

预付款项 71,723,684.29 11,326,968.35 533.21% 疫情期间，为保障湖北地区医用氧供应，

全面恢复生产与销售，使用政策性专项贷

款预付电费及气体采购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17,863,729.72 12,561,760.76 42.21% 一般企业往来款及员工借款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资产 

5,170,400.00 3,830,400.00 34.98% 一年内到期的融资租赁保证金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149,929,791.98 47,654,502.01 214.62% 疫情期间，公司作为全国防疫物资重点保

障企业，获得政策性优惠贷款2亿元，为

扩大医用氧产能，预付相关工程及设备款

项增加。 

短期借款 400,704,970.11 203,159,526.07 97.24%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政策性优惠贷款2亿

元。 

应付票据 20,000,000.00 40,000,000.00 -50.00% 归还应付票据致较少。 

应交税费 20,746,037.52 12,469,834.64 66.37% 疫情期间，纳税申报及缴款按政策进行延

期，应交税费增加。 

递延所得税负债 1,030,662.90 748,232.47 37.75%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 

股本 160,000,000.00 120,000,000.00 33.33% 报告期内，公司于2020年1月在深交所发

行上市，新增股本4000万。 

资本公积 489,656,242.74 138,332,176.73 253.97% 报告期内，公司于2020年1月在深交所发

行上市，增加股本溢价3.51亿元。 

专项储备 9,796,874.98 7,485,078.41 30.89% 报告期内安全费用按上年收入计提，但受

疫情影响，实际使用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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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润表主要变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增减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101,466,306.28 144,946,162.70 -30.00% 受新冠疫情影响，工业气体业务销售减

少。 

税金及附加 576,460.76 1,039,883.78 -44.56% 主要是缴纳增值税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12,350,209.62 18,421,427.19 -32.96% 主要原因为销售业务量减少，及疫情期

间高速通行费减免所致。 

管理费用 9,072,963.10 15,577,231.49 -41.75% 疫情期间，管理人员仅部分出勤，管理

费用减少。 

研发费用 1,345,801.93 2,408,817.00 -44.13% 受新冠疫情影响，研发费用减少。 

其他收益 575,904.53 1,995,053.49 -71.13% 收到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减少。 

资产处置损益 83,089.41 -204,601.98 -140.61% 处置的固定资产损益增加 

营业外收入 199,023.99 143,438.67 38.75% 收到的非经营性补助增加。 

营业外支出 2,243,715.36 327,949.20 584.17% 受新冠疫情影响，部分子公司非正常停

工损失增加。同时，公司履行社会责任，

捐赠支出增加。 

所得税费用 1,960,504.74 2,846,646.75 -31.13% 利润总额降低，所得税费用减少。 

 

3、现金流量表主要变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增减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77,765,905.47  117,642,333.18  -33.90% 受新冠疫情影响，本期销售回款较差。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115,303,498.59  53,379,242.81  116.01% 疫情期间，为保障湖北地区医用氧供应，

全面恢复生产与销售，预付电费及气体采

购款增加。 

支付的各项税费 4,215,878.32  11,265,482.06  -62.58% 受疫情影响，支付的各项税费减少。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94,466,141.54  6,039,063.37  1464.25% 本期为扩大医用氧产能，预付相关工程及

设备款增加。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

金 

404,668,000.00  0.00   本期发行上市收到募集资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

金 

229,800,000.00  0.00   本期获得政策性优惠贷款2亿元，同时，

新增长阳农商行贷款198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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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0.00  10,000,000.00  -100.00% 收到的其他筹资款减少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

金 

15,232,055.96  1,361,951.08  1018.40% 偿还的银行借款增加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087,178.13  5,228,536.53  -60.08% 支付的利息减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45,378,090.65  21,876,336.24  107.43% 支付的发行费用增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于2020年1月13日在深圳中小板上市，根据相关规定，在上市后及时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详

见公司 2020年1月23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办理章程备案及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5）。 

2、公司于2020年2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借款及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公司全资子公司宜昌蓝天气体有限公司（下称“宜昌蓝天”）拟向湖北长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1,980万元，

贷款期限为36个月，自实际放款日起算，年利率为6%。上述贷款由公司提供保证担保。详见公司 2020年2月14日在《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子公司借款及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0）。 

3、公司于2020年2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优惠贷款的议案》，向商业

银行申请不超过2亿元人民币的优惠贷款授信额度，按规定专门用于扩大医用氧产能、增产增供有关的生产经营性活动。详

见公司 2020年2月27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子公司借款及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3）。 

4、公司于2020年3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

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为了保障本次募投项目的顺利推进，在此次募集资金到账前，公司根据项目进展的实际

情况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并支付了部分发行费用。详见公司 2020年3月26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

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7）。 

5、公司于2020年3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

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更好地保障公司及股东利益，公司决定在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部分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或背书转让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涉及的款项，并从

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一般流动资金账户。详见公司 2020年3月26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

置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8）。 

6、公司于2020年3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未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存储收益，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进度的情况下，公司拟

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款余额进行现金管理，期限自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详见公司 2020年3

月26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

于将未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9）。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 2020 年 01 月 23 日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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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告 

关于子公司借款及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公告 
2020 年 02 月 14 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向银行申请优惠贷款的公告 2020 年 02 月 27 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

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 
2020 年 03 月 26 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2020 年 03 月 26 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将未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公告 
2020 年 03 月 26 日 http://www.cninfo.com.cn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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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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