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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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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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623,7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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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美特气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549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伟

王虹

办公地址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七里山（巴陵石化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七里山（巴陵石化
化肥事业部西门）
化肥事业部西门）

电话

0730-8553359

0730-8553359

电子信箱

zhangw@china-kmt.cn

wanghong@china-kmt.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经营范围：以石油化工尾气（废气）、火炬气为原料生产、充装、销售和运输工业气体、医用气
体、标准气体、特种气体、混合气体、食品添加剂气体、电子化学品，气体产品技术咨询，气体检测，气
瓶检验和处理、存储服务，氨的销售（限分支机构经营），塑料制品生产及销售，仓储（不含危险爆炸物
品）、租赁、货物运输，货物进出口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产品广泛应用于饮料、冶金、食品、烟草、石油、农业、化工、电子等多个领域。
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成为以石油化工尾气(废气)火炬气回收利用的专业环保企业。母公司湖南凯美
特已形成生产高纯食品级液体二氧化碳100,000吨/年，液氧1.5万吨/年，液氮4.5万吨/年，液氩2.29万吨/年
的生产能力；安庆凯美特已形成生产高纯食品级液体二氧化碳100,000吨/年的生产能力，安庆特气分公司
形成年产52,080吨的精馏可燃气、3214×104Nm3氢气,燃料气5564×104Nm3,戊烷工业烃11,400吨的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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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凯美特气体已形成生产高纯食品级液体二氧化碳130,000吨/年、优质干冰20,000吨/年、高纯态100,000
标瓶的生产能力；长岭凯美特已形成年产4,760吨氢气、燃料气10.6万吨的生产能力；海南凯美特已建设并
投产年产一期食品级二氧化碳3万吨，燃料气7.3万吨，转化炉用燃料气15.2万吨，氢气1.072万吨，氮气5.24
万吨的生产能力；福建福源凯美特已建成处理量为8,000Nm3/h火炬尾气压缩回用装置，年产1,852.8万NM3
氢气，1,580万NM3燃料气；福建凯美特已形成高纯食品级液体二氧化碳100,000吨/年,优质干冰3,000吨/年
的生产能力。电子特种稀有气体项目于2020年7月正式投产，已生产出的合格产品为：99.99996%二氧化碳、
99.9999%氦气、99.999%氖气、99.9999%氩气、99.999%氪气、99.9995%氙气、99.997%一氧化碳、99.9999%
氮气、99.9999%氢气、氯化氢基准分子激光混配气、氟基准分子激光混配气、动态激光混配气。
公司主要产品由于纯度高、质量稳定，得到广大客户的认可。公司已与多家下游企业建立了长期、稳
定的合作关系，产品市场占有率逐年上升。目前公司食品级液体二氧化碳产品已通过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
的认证，被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等公司确认为在中国的策略供应商，并为杭州娃哈哈集团、屈臣氏集团、
百威英博啤酒集团、珠江啤酒集团、青岛啤酒、华润雪花啤酒等众多知名食品饮料客户和中国中车集团、
中船重工集团武昌船舶重工有限公司、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广州中船黄埔造船有限公司、武汉钢铁（集团）
公司、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山河智能、岳阳林纸等特大型工业客户广
泛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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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518,753,231.49

514,527,438.04

0.82%

504,559,726.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168,364.88

89,217,721.01

-19.11%

93,854,061.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6,143,854.73

78,218,898.43

-28.22%

88,155,360.91

160,134,206.85

114,885,157.75

39.39%

220,393,442.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57

0.1430

-19.09%

0.15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

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2%

9.39%

营业收入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资产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0
-1.97%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10.37%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1,626,259,193.00

1,620,878,358.01

0.33%

1,412,878,257.38

978,286,746.55

969,113,602.50

0.95%

940,589,986.5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85,077,713.15

125,769,206.81

163,800,469.11

144,105,842.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42,952.43

26,682,430.14

28,882,474.63

12,260,507.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85,972.04

18,026,251.10

26,551,431.40

8,980,200.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121,258.34

34,492,672.85

65,860,426.82

43,659,84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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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
22,748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35,213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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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浩讯科技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1.66% 259,861,273

0 质押

湖南省财信资产管
国有法人
理有限公司

12.45% 77,630,000

0

湖南省财信常勤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省财信常勤壹 国有法人
号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0.00% 62,370,000

0

新疆信安创业投资
境内非国有
合伙企业（有限合
法人
伙）

4.00% 24,932,000

0

何雪萍

境内自然人

0.96%

6,000,000

0

祝恩福

境外自然人

0.56%

3,465,100

3,465,075

四川开元科技有限 境内非国有
责任公司
法人

0.53%

3,300,000

0

陈燕翡

0.47%

2,954,800

0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长安信
其他
托－定增长信汇智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0.36%

2,254,590

0

文艺辉

0.36%

2,234,103

0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数量
100,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浩讯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祝恩福为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
浩讯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祝恩福与新疆信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
务合伙人祝英华是姐弟关系。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湖南省财信常勤壹号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控股股东。其他公司前 10 名股东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何雪萍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6,000,000 股；陈燕翡投资者信
用证券账户持有 1,152,000 股，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802,800 股；文艺辉投资者信用证券账
户持有 2,234,103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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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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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是极端不平凡的一年，年初新冠疫情让国内经济按下暂停键，公司本部湖南凯美特、子公司安
庆凯美特更是受疫情影响较大导致上半年业绩出现较为严重下滑。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蔓延以及
国际油价的巨幅下跌，社会经济各行各业受到极大冲击，同时也对公司2020年上半年的生产经营以及产品
销售造成了较大影响，上半年经营计划无法逐一落实。面对困难，公司团队在董事会领导下一方面积极防
疫，针对疫情严防死守，积极部署防控措施保障生产经营正常进行，保证员工健康与生产安全；另一方面，
公司努力夯实主营业务，攻坚克难积极拓展市场，推进各项工作计划有效实施。下半年经济逐步恢复正常
运行，各公司盯住全年预算及目标任务奋起直追，其中海南凯美特、惠州凯美特、湖南凯美特及安庆凯美
特二氧化碳业务在经营或销量上超额完成全年预算目标，特别是福建凯美特实现当年投产当年盈利并有力
支援且改变了惠州凯美特产量不够长期需要外购的局面。
2020年度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875.3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0.82%；实现营业利润8,125.52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1.0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216.84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9.11%。
公司主要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业绩分析
1、惠州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2,600万元，主营业务为液体二氧化碳、食品
添加剂液体二氧化碳、干冰；普通货物及危险货物运输（凭许可证经营）。截至2020年12月末，公司的总
资产为16,685.67万元，所有者权益15,387.17万元；本期实现营业收入11,771.24万元，营业利润3,700.30万
元, 净利润3,327.50万元。
2、安庆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17,383万元，主营业务为生产和销售自产的食
品添加剂（液态二氧化碳）、氢气、液化石油气、戊烷（工业烃），其中氢气、液化石油气、戊烷（工业
烃）
（限分支机构凭有效许可证经营）；危险货物运输（二类）。截至2020年12月末，公司的总资产为 23,871.14
万元,所有者权益22,237.49万元,本期实现营业收入11,564.97万元, 营业利润620.99万元, 净利润为634.57万
元。
3、岳阳长岭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主营业务为生产经营氢气、
可燃气（工业瓦斯、解析气、甲烷、一氧化碳）、液体烃及其他气体。截至2020年12月末，公司的总资产
为9,949.42万元，所有者权益249.09万元,本期实现营业收入3,776.94万元, 营业利润-885.51万元,净利润为

4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1,319.06万元。
4、海南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9,000.00万元，主营业务为生产、加工、销售
可燃气(含工业瓦斯、解析气、甲烷氢、一氧化碳)、食品级液体二氧化碳、干冰、氢气及其他工业气体；
道路货物运输；餐饮服务。截至2020年12月末，公司的总资产为18,873.59万元，所有者权益13,844.31万元,
本期实现营业收入9,747.62万元,营业利润3,095.85万元,净利润为2,810.70万元。
5、福建福源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主营业务为生产、加工、
销售燃料气、氢气；凭《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批准的范围从事货物运输。截至2020年12月末，公司的总
资产为12,460.43万元,所有者权益11,820.31万元,本期实现营业收入4,039.44万元,营业利润1,229.05万元,净
利润为1,072.41万元。
6、福建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10,000.00万元，主营业务为危险化学品生产；
危险化学品经营；食品添加剂生产销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含危险货物）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截至2020年12月末，公司的总资产为17,743.82万元,所有者权益 9,965.92万元,本期实现营业
收入3,571.19万元,营业利润182.65万元,净利润为219.75万元。
7、岳阳凯美特电子特种稀有气体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为8,000万元，主营业务为生产和
销售特种气体、电子气体、稀有混合气体，从事上述领域同类商品的进出口，租赁，从事气体相关的应用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提供气体提纯和分析服务，提供钢瓶处理服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截至2020年12月末，公司的总资产为23,390.30万元，
所有者权益5,898.35万元,本期实现营业收入16.04万元, 营业利润-2,212.36万元,净利润为-1,679.8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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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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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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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44、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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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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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