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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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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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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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60,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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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吉鹏 崔若晴 

办公地址 
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伍临路33号鑫鼎

大厦 3 楼 

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伍临路 33号鑫鼎

大厦 3 楼 

传真 0717-6074701 0717-6074701 

电话 0717-6074701 0717-6074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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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致力于各类气体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以及工业尾气回收循环利用，公司经营的气体可大致分为三类：普

通气体、特种气体以及清洁能源，包括医用氧气、工业氧气、食品氮气、工业氮气、氩气、氢气、氦气、天然气、二氧化碳、

乙炔、丙烷、各类混合气、特种气等多种气体，主要满足化工、食品、能源、照明、家电、钢铁、机械、农业等基础行业和

光伏、通信、电子、医疗等新兴产业对气体和清洁能源的需求，是国内知名的综合型气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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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拥有多个液态生产基地，分别位于湖北宜昌、潜江、襄阳、黄冈，并以基地为中心在武汉、黄石、咸宁、宜昌、荆

州、襄阳、十堰、荆门等地建立了钢瓶气充装子公司。随着公司将气体分离技术应用于工业尾气回收循环再利用等节能环保

产业，公司又相继投资运行了新疆晶科能源单晶硅富氩尾气回收提纯循环利用、湖北兴发集团氯碱尾气回收制取高纯氢等多

个尾气回收提纯再利用项目，此类项目不仅顺应了国家政策，满足了企业对绿色环保、节能减排、降耗增效的需求，还丰富

了公司高纯氢气、高纯氦气、氩气及LNG等产品资源。各类供气模式的合理布局及相互依存，不仅形成了完善的上下游产品

链，也形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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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司业务范围已覆盖湖北、辐

射华中、拓展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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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2,331,861,732.38 1,822,996,604.12 27.91% 1,224,965,544.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43,760,375.95 1,088,082,850.52 5.12% 611,744,885.05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991,794,743.59 824,144,800.55 20.34% 665,623,667.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229,069.46 87,094,977.10 3.60% 84,527,935.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5,640,758.37 77,425,136.82 -2.30% 82,075,407.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532,348.24 5,015,001.94 927.56% 95,782,300.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6 0.56 0.00% 0.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6 0.56 0.00% 0.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10% 8.28% -0.18% 1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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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980,099.83 269,845,060.48 249,298,745.17 264,670,838.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651,123.48 21,368,176.62 16,274,237.50 31,935,531.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764,807.37 20,565,151.17 13,921,884.96 27,388,914.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169,291.60 22,604,372.45 5,405,955.11 42,691,3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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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8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2,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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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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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5.13% 24,200,000    

杨峰 境内自然人 7.53% 12,040,454 12,040,454 质押 7,820,453 

长江成长资本

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7.21% 11,532,000    

长阳鸿朗咨询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其他 4.71% 7,533,226    

杨勇发 境内自然人 3.29% 5,265,075 5,265,075 质押 3,420,074 

恩施州泓旭企

业管理有限公

司 

其他 2.19% 3,500,0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

趋势优先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82% 2,909,70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启诚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73% 2,772,300    

长阳鸿翔咨询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其他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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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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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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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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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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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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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投资的潜江电子特气产业园一期项目主体设备开始试生产，具体详见公司于2021年12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电子特气产业园项目联合试车成功的公告》。项目试生产达到稳定运行后，生产的纯氨、

高纯氢气将为公司2022年度的收入增长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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