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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71                           证券简称：和远气体                           公告编号：2020-038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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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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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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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320,350.66 318,919,599.32 15.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6,245,620.16 39,598,236.64 -8.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3,250,867.78 37,953,015.54 -12.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5,363,624.53 39,397,403.36 -265.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 0.33 -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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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 0.33 -30.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8% 7.23%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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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3,342,655.23 1,224,965,544.53 39.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42,360,066.73 611,744,885.05 7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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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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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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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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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徐晖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00,000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 200,000 股； 

梁智豪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91,500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 191,5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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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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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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宏观经济环境恶化，各行业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和市场变化，

公司作为全国防疫物资重点保障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完成了湖北地区医用氧保供工作，为挽救患者的生命贡献了一份

力量。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公司因人手轮换、人员主动隔离、检测、消毒、道路封闭绕行等原因增加了成本费用，为了挽救

生命、保障客户用气需求，公司坚持不疯狂涨价、不因客户回款较慢而停止供气，公司相信在困难面前，齐心协力，必能共

克难关。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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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区域市场份额，对内

完善组织架构、提高运营效率，销售收入实现了逆势增长。 

公司2020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67,320,350.66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18%，营业收入增长的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液态

气体销量增加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6,245,620.16元，比上年度同期减少8.47%，净利润小幅下滑的原因主要

是受疫情影响，市场环境变化，液氧、液氮等产品价格波动，同时低毛利率的清洁能源销售占比提升，使综合毛利率降低；

公司总资产1,693,342,655.23元，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资产1,042,360,066.73 元，资产负债率38.44%。 

2020年上半年，公司开展的主要工作如下： 

    1.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做好抗疫物资保障。 

湖北地区作为新冠疫情的重灾区，公司作为全国防疫物资重点保障企业，迅速成立了湖北省医用氧保供战时工作组，两

个医用液态基地、六个瓶装医用氧公司共有200多名员工一直坚守在岗位，开足马力、全力保供，为全省500多家医院进行了

医用氧保供，未出现一起断供事故。 

    2.完善内部组织架构，拓展市场份额。 

    上半年，为满足上市后快速发展的管理需要，公司进一步完善内部组织架构，增设医用及家用气体事业部、电子特气事

业部、大客户事业部和尾气回收事业部，单独成立质量管理中心，积极拓展市场份额，销售收入实现逆势增长。上半年销售

液态气体21.3万吨（其中：液氧10.26万吨、液氮5.6万吨、液氩0.53万吨、液二氧化碳0.98万吨、液化天然气3.93万吨），

比上年同期增加2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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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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 2017年 7月 5日发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  

[2017]22 号） 

公司2020年4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与2020年4月29日于

巨潮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

公告。 

公司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要求，自  

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并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规定编制2020  

年1月1日以后的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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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新设立子公司和远潜江电子特种气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公司持股比例：100%。具体情况

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和“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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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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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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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