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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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672,243,751.82 1,224,965,544.53 3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066,657,288.44 611,744,885.05 74.3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43,541,028.65 48.96% 610,861,379.31 26.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4,663,173.88 0.82% 60,908,794.04 -4.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3,903,067.89 -1.48% 57,153,935.67 -8.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3,587,385.53 -0.33% -41,250,880.69 -165.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25.00% 0.38 -28.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25.00% 0.38 -28.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4% -1.88% 7.26%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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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77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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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66,924.68 收到的政府补助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

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30,807.6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投资收

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667,476.79 疫情期间非正常停工损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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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等 

减：所得税影响额 662,622.07  

合计 3,754,858.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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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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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5,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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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7,820,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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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3,4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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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4,39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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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66% 2,654,306 2,654,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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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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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达

澳银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1,460,924 人民币普通股 1,460,92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达澳银

研究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50,311 人民币普通股 1,350,31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达澳银

科技创新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745,748 人民币普通股 745,748 

国泰多策略绝对收益股票型养老金

产品－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20,118 人民币普通股 420,11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达

澳银先进智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462 人民币普通股 400,462 

童涛 346,600 人民币普通股 346,600 

郭继龙 271,100 人民币普通股 271,100 

刘俊 255,458 人民币普通股 255,458 

信达澳银基金－宁波银行－信达澳

银基金－大中华科技精选 1 号资产

管理计划 

231,504 人民币普通股 231,504 

胡国栋 2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杨涛、杨峰、杨勇发与股东冯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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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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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458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5000股，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55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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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增减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206,390,428.30 49,500,647.51 31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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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年9月30日，公司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项目金额为2.07亿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为1.85亿元。 

应收账款 135,833,493.39 83,656,778.89 62.37%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收入增加，导致应收

账款余额增加，且部分客户受疫情影响回

款较差。 

应收款项融资 41,668,759.10 28,212,058.21 47.70% 报告期末，公司应收票据余额增加。 

预付款项 52,845,592.88 11,326,968.35 36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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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誉 10,248,719.77 0.00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新收购子公司武汉长临能

源有限公司形成商誉。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资产 

0.00 3,830,400.00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一年内到期的融资租赁保

证金减少。 

其他非流动资产 176,114,923.94 47,654,502.01 26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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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000,000.00 203,159,526.07 55.54%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政策性优惠贷款2亿

元。 

应付票据 0.00 40,000,000.00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归还了应付票据。 

预收款项 0.00 6,587,989.66 -100.00% 报告期内，根据新收入准则，原“预收款

项”报表项目调整至“合同负债”报表项

目。 

合同负债 6,140,569.42 0.00 100.00% 报告期内，根据新收入准则，原“预收款

项”报表项目调整至“合同负债”报表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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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付款 10,119,249.41 26,429,435.37 -61.71% 报告期内，公司归还了财政借款1600万。 

其他流动负债 4,164,077.03 2,414,363.06 72.47% 报告期内，公司待结转的销项税增加。 

长期应付款 37,326,524.53 100,698,126.73 -62.93% 报告期内，公司归还了融资租赁本金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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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64,621.75 7,485,078.41 3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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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利润表主要变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增减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610,861,379.31 482,417,813.57 26.62% 报告期内，公司在巩固工业气体业务规

模的基础之上，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扩

大了LNG贸易业务规模，导致营业收入

增加。 

营业成本 399,564,889.60 263,434,247.44 51.68% 报告期内，公司扩大了LNG贸易业务规

模，导致营业成本增加。 

财务费用 20,054,893.61 26,973,405.61 -25.65% 报告期内，公司优化了融资结构，综合

融资成本降低。另外，募集资金闲置资

金利息收入增加，降低了财务费用总额。 

投资收益 130,807.60 52,080.00 151.17% 报告期内，公司非流动金融资产投资收

益增加。 

信用资产减值损失 -1,947,840.47 -635,788.62 206.37%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增加，导致计

提的信用减值损失增加。 

资产减值收益 0.00 -65,082.15 -100.00% 资产减值损失减少。 

资产处置收益 -45,731.65 -9,894.75 362.18% 报告期内，公司处置的固定资产损益减

少。 

营业外收入 4,308,820.91 2,100,277.99 105.15% 报告期内，公司收到的上市补贴增加， 导

致营业外收入增加。 

营业外支出 3,243,341.10 2,480,851.40 30.74% 报告期内，公司受新冠疫情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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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现金流量表主要变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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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增减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收到的税费返还 394,605.61 859,637.72 -54.10% 报告期内，公司收到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收

入减少。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355,945,016.27 169,928,068.89 109.47% 报告期内，公司利用现有资源增加LNG贸

易业务，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增加。同时，

疫情期间，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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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312,775.05 4,935,416.90 -106.34% 报告期内，公司处置固定资产收回的现金

净额减少。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171,841,262.14 76,356,565.44 125.05% 报告期内，公司为扩大医用氧及电子特气

产能，增加了相关在建项目投入。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

金 

404,668,000.00 0.00 - 报告期内，公司于2020年1月13日在深交

所发行上市，收到募集资金4.05亿元。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

金 

299,800,000.00 188,330,000.00 59.19%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政策性优惠贷款2亿

元，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增加。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10,000,000.00 68,814,850.00 -85.47% 报告期内，公司未增加售后回租融资，导

致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减

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9,610,012.81 13,858,469.97 -30.66% 报告期内，公司优化融资结构，融资成本

减少，偿付的利息减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138,198,041.19 87,653,627.16 57.66% 报告期内，公司偿还的融资租赁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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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电子特气产业园项目暨拟设立

子公司的议案》，该项目是公司根据中短期发展战略，投资28000万元，在湖北省潜江化工园征地兴建电子特气产业园，主要

产品为电子级高纯氨，生产能力为8wt/a，电子级高纯氢气，生产能力20000万Nm3/a。建设和试生产期预计12个月。同时，

根据安全监管需要，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和远潜江电子特气有限公司”（具体以市场监管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负责该

项目的建设和营运。详见公司2020年4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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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投资建设电子特气产业园项目暨拟设立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5

号）。 

2、公司于2020年5月8日完成和远潜江电子特气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潜江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详见公司2020年5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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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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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的《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并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0）。 

3、公司于2020年6月1日公司与湖北潜江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了《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电子特气产业园项

目投资合同书》，对潜江特气产业园项目的项目内容及用地进行了约定。详见公司2020年6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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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电子特气产业园项目投资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0-032）。 

4、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7月24日，累计收到各类政府补助资金8,845,117.00元，计入公司2020年

度当期损益，对公司2020年度的净利润产生一定影响。详见公司2020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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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4）。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投资建设电子特气产业园项目暨

拟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2020 年 04 月 29 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并完成工商

登记的公告 
2020 年 05 月 09 日 http://www.cninfo.com.cn 

签订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电子

特气产业园项目投资合同书 
2020 年 06 月 03 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2020 年 07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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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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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0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607

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40,000,000股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1.00元，每股发行价格10.82元，募集资金总额432,800,000.00

元，扣除保荐及承销费用28,132,000.00元后的募集资金余额404,668,000.00元（含应付未付的审计费、律师费及发行费用等）

已于2020年1月8日全部到账，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ZE1001

号）。扣除实际发生的保荐及承销费、审计费、律师费等费用合计41,475,933.99元（不含税），募集资金实际净额为391,324,066.01

元。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项目金额为206,864,722.00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185,612,841.51元。 

2、募投项目进展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投项目 募集项目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募投项

目总额（1） 

2020年1-9月投

入金额 

截至2020年9月

30日累计投入金

额（2） 

投资进度（%） 

（3）=（2）/（1） 

1.潜江年产7万吨食品液氮项目 8,034.50 8,034.50 4,569.21 4,569.21 56.87% 

2.鄂西北气体营运中心项目 10,545.50 10,545.50 10,376.98 10,376.98 98.40% 

3.湖北和远气体猇亭分公司气体技术

升级改造项目 

3,193.00 3,193.00 0.00 0.00 0% 

4.兴发集团宜昌新材料产业园气体配

套及尾气提纯利用项目 

8,102.00 8,102.00 0.00 0.00 0% 

5.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总部与

信息化、培训中心 

3,517.13 3,517.13 0.00 0.00 0%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33,392.13 33,392.13 14,946.19 14,946.19  

补充流动资金 6,000.00 5,740.28 5,740.28 5,740.28 100% 

合计 39,392.13 39,132.41 20,686.47 20,686.47  

报告期内，湖北和远气体猇亭分公司气体技术升级改造项目、兴发集团宜昌新材料产业园气体配套及尾气提纯利用项目、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总部与信息化、培训中心暂未实施。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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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33,929.54 18,561.28 0 

合计 33,929.54 18,561.28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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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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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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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