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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49                           证券简称：凯美特气                           公告编号：2019-005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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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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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美特气 股票代码 00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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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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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肥事业部西门）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七里山（巴陵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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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为：以石油化工尾气（废气）、火炬气为原料，研发、生产和销售干冰、

液体二氧化碳、食品添加剂液体二氧化碳、食品添加剂氮气及其他工业气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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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成为目前国内以化工尾气为原料，年产能最大的食品级液体二氧化碳生产企

业。已形成年产36万吨高纯食品级液体二氧化碳生产能力，其中本公司已形成高纯食品级液体二氧化碳

100,000吨/年，2014年5月2万吨液体氩气项目试车投产；安庆凯美特已形成生产高纯食品级液体二氧化碳

100,000吨/年生产能力，2014年2月投产的特气分公司建设了47,000吨/年的精馏可燃气、4,456×104Nm
3
/a 氢

气等装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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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1x104NM
3
/a 氢气、3265 x104NM

3
/a甲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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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8x104Nm
3
/a 一氧化碳的生产能力；2014年投资建设海南凯美特和福建福源凯美特，其中海南凯美特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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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万吨的

生产能力，福建福源凯美特已投资建成处理量为8000Nm
3
/h火炬尾气压缩回用装置。2018年6月投资设立福

建凯美特拟建设实施10万吨/年食品级二氧化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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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504,559,726.81 428,285,775.30 428,285,775.30 17.81% 270,047,932.74 270,047,93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93,854,061.44 51,887,485.84 51,887,485.84 80.88% 21,091,523.61 21,091,52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8,155,360.91 48,116,947.63 48,116,947.63 83.21% 16,096,804.65 16,096,804.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20,393,442.59 151,952,160.62 154,663,140.62 42.50% 83,154,828.36 83,154,828.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05 0.0832 0.0832 80.89% 0.0338 0.03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 0 0 0.00% 0 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37% 5.95% 5.95% 4.42% 2.43% 2.43%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1,412,878,257.

38 

1,203,821,794.

09 

1,203,821,794.

09 
17.37% 

1,156,875,630.

65 

1,156,875,630.

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940,589,986.59 875,359,955.15 875,359,955.15 7.45% 879,602,119.95 879,602,119.95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①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决议

通过，本集团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修订：A、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将原“应收利息”及“应收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将原“固定资产清理”行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将原“工

程物资”行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将原“应付利息”

及“应付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将原“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B、利润表从原“管理费用”中分

拆出“研发费用”；在“财务费用”行项目下分别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C、股东权益变动表在“股东权益内部

结转”行项目下，将原“结转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所产生的变动”改为“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本集团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8]15 号文进行调整。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集团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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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②根据财政部《关于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本集团作为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收到的扣缴税款手续费在“其他收益”中填列，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此会计政策变更，

对本集团上期财务报表未造成任何影响。本集团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在编制现金流量

表时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列报，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调增 2017 年度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流量 2,710,980.00 元，调减 2017 年度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流量 2,710,980.00 元。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本集团期初净资产未造成影响。 

报告期内，除上述会计政策发生变更外，本公司不存在其他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14,942,322.51 124,397,960.53 134,155,447.95 131,063,995.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859,788.51 24,507,597.33 27,524,124.95 22,962,55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290,062.72 23,494,892.80 26,797,412.05 20,572,993.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103,797.76 32,380,980.38 65,416,844.24 88,491,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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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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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3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6,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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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浩讯科技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64.51% 402,344,250 0 质押 292,266,000 

新疆信安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03% 37,606,800 0   

祝恩福 境外自然人 0.74% 4,620,100 3,465,075   

四川开元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3% 3,300,000 0   

赵国英 境内自然人 0.45% 2,798,446 0   

夏新远 境内自然人 0.29% 1,827,317 0   

胡玉枚 境内自然人 0.26% 1,593,830 0   

潘蕊 境内自然人 0.17% 1,050,000 0   

夏海燕 境内自然人 0.16% 1,003,828 0   

郑祖杰 境内自然人 0.15% 948,3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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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

伙人祝英华是姐弟关系。其他公司前 10 名股东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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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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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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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对中国经济来说是比较艰难的一年，全球经济新动能不足，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平衡的问

题加剧，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带来的新挑战凸现，各国政策内顾明显，国际贸易和投资壁垒不断提高。

中美贸易摩擦、反全球化浪潮影响到中国出口业务；国内生态环境治理加强、人口红利退出人工成本增加，

供给侧改革进一步深化这些都深刻影响到国内实体经济的生存与发展。2018年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

司在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的领导下，通过管理团队及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抓住契机积极拓展市场，强化成

本费用与安全生产管控，上下齐心协力认真贯彻落实年度经营计划，稳步推进各项工作计划有效实施。除

长岭凯美特外，公司下设各分、子公司较好完成了年度预算经营目标，特别是湖南公司（特气分公司）、

福建福源凯美特公司均超期完成利润指标。2018年氧气和氮气市场形势好转，湖南特气产品销售数量与价

格同步增加利润回报增厚。海南凯美特于2017年4月试车投产,2018年全年正常生产。报告期内，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50,455.9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7.81%；实现营业利润10,718.3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2.92%；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385.4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0.88%。 

公司主要子公司、参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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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末，公司的总

资产为14,295.52万元，所有者权益13,186.08万元；本期实现营业收入11,714.89万元，营业利润4,243.19万

元, 净利润3,759.4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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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末，公司的总资产为25,620.73

万元,所有者权益23,716.17万元,本期实现营业收入14,064.01万元,  营业利润1,928.24万元, 净利润为

1,667.7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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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为液体二氧化碳、

食品添加剂液体二氧化碳、可燃气（工业瓦斯、解析气、甲烷、一氧化碳）、氢气的生产、经营。截至2018

年12月末，公司的总资产为8,278.60万元，所有者权益2,757.98万元,本期实现营业收入422.54万元, 营业利

润-2,558.52万元,净利润为-2,146.9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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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末，公司的总资产为21,972.93万元，所有者权益8,726.20万元,本

期实现营业收入7,779.59万元,营业利润1,440.38万元,净利润为1,262.31万元。 

     5、福建福源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主营业务为生产、加工、

销售可燃气(工业瓦斯、解析气、甲烷氢、一氧化碳)、液体二氧化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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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末，公司的总资产为13,273.16万元,所有者权益12,180.59万元,

本期实现营业收入4,258.27万元,营业利润1,771.95万元,净利润为1,587.6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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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为生产销售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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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

末，公司的总资产为5,044.35万元,所有者权益5,004.52万元,本期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营业利润6.23万元,净利

润为4.5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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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为电子特

种气体项目相关产品的开发和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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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末，公司的总资产为15,442.15万元，所有者权益7,774.84万元,本期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 营业

利润-297.17万元,净利润为-225.1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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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液体二氧化碳 188,412,799.49 50,618,967.33 70.76% 9.33% 59.70% 2.30% 

氮气、氧气 53,463,418.68 3,611,918.53 42.73% 185.45% 157.04% 24.29% 

氢气 112,020,910.96 28,003,178.03 28.66% 24.94% -130.05% 11.32% 

液化气 68,111,375.70 8,397,986.50 20.65% 2.78% 28.89% -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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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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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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①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决议

通过，本集团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修订： 

A、资产负债表 

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将原“应收利息”及“应收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 

将原“固定资产清理”行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 

将原“工程物资”行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 

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将原“应付利息”及“应付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 

将原“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B、利润表 

从原“管理费用”中分拆出“研发费用”； 

在“财务费用”行项目下分别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C、股东权益变动表 

在“股东权益内部结转”行项目下，将原“结转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所产生的变动”改为“设定受益计划变动

额结转留存收益”。 

本集团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8]15号文进行调整。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集团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②根据财政部《关于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本集团作为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收到的扣缴税款手续费在“其他收益”中填列，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此会计政策变更，

对本集团上期财务报表未造成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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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列报，

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调增2017年度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流量2,710,980.00元，调减2017年度收到其

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流量2,710,980.00元。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本集团期初净资产未造成影响。 

报告期内，除上述会计政策发生变更外，本公司不存在其他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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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新设子公司导致的合并范围的变动情况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类

型 

企业 注册地 法人代表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万元） 类型 

岳阳凯美特电子特种稀有气体

有限公司 

控股 有限公司 湖南岳阳 祝恩福 制造业 8,000.00 

福建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 全资 有限公司 福建泉州 祝恩福 制造业 10,000.00 

（续1） 

子公司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经营范围 持股比

例% 

表决权比

例% 

是否合并

报表 

岳阳凯美特电子

特种稀有气体有

限公司 

91430600M 

A4PBBJG98 
电子特种气体项目相关产品的开发和建

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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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0 97.00 是 

福建凯美特气体

有限公司 

91350505M 

A31RG3J9B 
生产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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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100.00 是 

（续2） 

子公司全称 期末实际出资额

（万元） 

实质上构成对子公

司净投资的其他项

目余额 

少数股东 

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中用

于冲减少数股东损

益的金额 

岳阳凯美特电子特种稀有气体

有限公司 

8,000.00  2,332,453.21  

福建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 5,000.00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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