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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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谢乐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曾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曾斌声
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
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未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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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冷股份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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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董事会秘书

300540
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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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马继刚

向星睿

办公地址

成都市郫都区成都现代工业港北区 成都市郫都区成都现代工业港北区
港北四路 335 号
港北四路 335 号

传真

028-87893650

028-87893650

电话

028-87893658

028-87893653

电子信箱

300540@shenlenggufen.com

300540@shenlenggufe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长期致力于气体低温液化与分离技术工艺的研究，专注于天然气液化及液体空分领
域，主营业务是为客户提供天然气液化与液体空分工艺包及处理装置。公司是天然气液化产
业链一站式解决方案的提供商，主要产品包括：天然气液化装置、焦炉气液化装置、煤层气
液化装置、空气分离装置、化工尾气和轻烃回收装置、氧氮液化装置、氢气液化装置、储能
装置、LNG/LCNG加气站、氢加注站、大型低温液体储槽、增压透平膨胀机组等。公司具备
日处理600万方LNG液化装置的设计和制造能力，液体空分装置的设计和制造能力达到日产量
1000吨，公司是国产LNG装置运行业绩最多的企业。
2、公司所属行业特点
公司产品应用于液化天然气（LNG）、液体空气分离领域。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
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分类，公司所属行业为制造业下的通用设备制造业，行业代码：C34。
天然气的消费在经历长达数年的低迷之后，近两年来重回高速增长轨道，2018年天然气
表观消费量2803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8.1%。2017年7月发改委等13个部门联合发布《加快推
进天然气利用的意见》，提出：“逐步将天然气培育成为我国现代清洁能源体系的主体能源之
一，到2020年，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力争达到10%左右。到2030年，力争将
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提高到15%左右。” 2018年2月国家能源局发布《2018年
能源工作指导意见》指出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珠三角、东北地区为重点区域推进“煤
改气”工程，2018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意见》提出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
2018年6月交通运输部印发《交通运输服务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整治柴油货车污染治理专项行动，2018年
7月国务院发布的《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
中型和重型柴油货车100万辆以上，在以上政策的推动下以及LNG市场价格相对平稳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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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LNG重卡全年的销售保持了高速增长。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重卡汽车行业产
销需求与投资预测分析报告》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重卡实现了超过百万辆的销量，创
下历史销量新高，随着LNG重卡保有量的增加，LNG的需求也在上升。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2018年4月发布《关于加快储气设施建设和完善储气调峰辅
助服务市场机制的意见》的通知，到2020年，供气企业要拥有不低于其合同年销售量10%的
储气能力；城镇燃气企业要形成不低于其年用气量5%的储气能力；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至
少形成不低于保障本行政区域日均3天需求量的储气能力。随着各个地方政府落实国家政策制
定各自的落地目标和方案，以及对应的招标和建设活动的开展，LNG的需求将会得到进一步
促进。
以上政策的推进和落实显著地促进了天然气和LNG需求的增长，同时由于上游管道天然气
来源的限制，公司传统的优势市场非常规天然气的液化，包括焦炉煤气液化、煤层气液化和
化工尾气液化等在报告期内得到了尤其明显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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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营业收入

342,829,367.19

239,550,930.96

43.11%

308,072,671.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6,750,324.23

19,282,583.15

-705.47%

38,588,744.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0,330,700.55

5,547,826.21

-2,268.97%

31,720,544.18

-68,956,591.51

-21,970,448.45

213.86%

-59,087,843.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600

0.1587

-704.91%

0.31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600

0.1587

-704.91%

0.31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78%

3.01%

-22.79%

9.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

2016 年末

1,035,700,312.73

962,608,715.00

7.59%

907,520,055.14

536,852,212.52

647,406,165.65

-17.08%

635,047,763.8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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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86,094.91

第二季度
77,543,139.07

第三季度
92,823,204.62

第四季度
137,076,92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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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99,164.15

11,498,609.96

-1,065,105.67

-122,984,664.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10,316.15

10,908,248.09

-1,583,004.92

-125,445,627.57

-35,945,066.67

5,839,012.23

-44,527,606.89

5,677,069.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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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11,304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表决
10,210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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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乐敏

境内自然人

12.89%

16,077,115

16,077,115

四川简阳港通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96%

13,665,594

8,882,636

无锡楚祥嘉信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7.74%

9,646,389

0

堆龙楚祥恒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3%

6,029,031

0

文向南

境内自然人

3.87%

4,823,194

4,823,194

黄肃

境内自然人

3.87%

4,823,194

4,823,194

程源

境内自然人

3.87%

4,823,194

4,823,194

肖辉和

境内自然人

3.22%

4,019,354

4,019,354

崔治祥

境外自然人

2.90%

3,617,358

3,617,358

张建华

境内自然人

2.90%

3,617,358

3,617,35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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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状态

数量

质押

10,224,518

质押

2,025,731

1、谢乐敏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文向南、程源、黄肃、肖辉和、张建
华、崔治祥等为谢乐敏的一致行动人；2、无锡楚祥嘉信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堆龙楚祥恒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有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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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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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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4282.9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3.1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11675.03万元，报告期内公司新签合同增加，产品销售情况较好，出现亏损的主
要系因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金额较大。公司主要业务回顾如下：
1、报告期内项目执行情况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项目执行、投产情况如下：山西某公司“综合尾气制30万吨/年乙二醇
联产LNG项目深冷分离装置项目”按合同进度正常执行，目前处于现场施工阶段，装置预计在
2019年投产；云南某公司“30万方/日页岩气液化工厂建设项目”按合同进度正常执行，目前处
于现场施工阶段，装置预计在2019年投产；唐山某公司KDONAr-30000/60000/900型空分装置，
项目按合同进度正常执行，目前处于现场施工阶段，装置预计在2019年投产；新疆某能源公
司甲烷深冷分离装置改造项目甲烷液化装置项目成功投运；山东某集团焦化工程焦炉煤气制
LNG工程液化装置按合同要求一步成功投运并通过验收，二步正常执行。
2、报告期内生产管理与质量控制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质保体系建设，强化生产过程控制，将全面质量管理的理念切实落实
到每一个生产环节，进行了全体质检、生产、工艺人员的层次培训，严格按程序文件监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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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执行情况，公司质保体系和质量管理工作得到持续改进，公司强化安全环保责任意识和安
全环保责任制的落实，内部进行了大量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坚持执行“安全、文明”生产理念，
公司全年无重大安全事故和环保责任事故发生。
2018年4月，公司压力容器制造许可证升级换证审核通过，取得了相应A2级压力容器制造
许可证。2018年5月，公司ASME“U”及“U2”换证联审通过，取得了相应证书。2018年7月，公
司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新版认证及换证审核通过，取得了相应证书。
3、报告期内业务拓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增加了销售团队力量，市场营销推广工作取得一定成绩，同时因国家相关
行业政策的促进作用致行业景气度回升，公司新签合同总额比去年同期增幅较大，公司新签
订的合同总额约7.68亿，主要涉及天然气液化装置（含撬装装置）、空分装置（含全液体空
分装置）、LNG/L-CNG加气站、LNG气化站、城市燃气调峰站等装置。
公司结合深冷领域的深厚技术积淀，在煤化工领域开发了焦炉煤气制乙二醇一氧化碳分离
联产LNG的工艺路线，并成功获得了订单；利用技术和人才优势，为天然气液化和液体空分
领域的存量市场提供技术改造业务；沿着天然气产业链条，借助行业内积累的丰富客户资源，
介入天然气下游利用领域，包括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和LNG点供领域的系统设计、产品制造与
系统集成；开发的瓦斯气发电联产LNG的工艺路线也在市场上获得了不错的反馈，并在逐步
落地之中；同时，利用公司已经在国内形成的领先地位以及充分的经验积累，在海外市场的
拓展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绩。
4、研发投入情况
2018年度，公司研发投入1646.60万元，公司及子公司新增多项技术专利授权，包括：一
种氢气的液化装置、一种深冷分离CO、H2的氮循环甲烷洗涤系统、一种液氮洗制取合成氨原
料气和LNG的装置及其制取方法、一种高适应性脱除重烃的装置、一种空气液化装置及其能
量转换贮存及利用方法、一种带压缩热回收的气体液化装置及其液化方法、一种提纯化工尾
气中H2S的工艺和装置、一种新型天然气脱重烃装置及方法、燃气发动机燃料气的热值和华
白指数调节装置、天然气预处理复合层床吸附装置、一种LNG闪蒸气的提氦、脱碳和再液化
装置、一种采用双循环CO深冷分离系统、一种低功耗CO深冷分离系统、一种安全的从煤矿
瓦斯中提取部分甲烷生产LNG或CNG等专利。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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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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LNG 装置

230,307,484.65

179,426,528.28

22.09%

19.85%

31.90%

-24.37%

空分装置

44,362,022.04

36,405,440.06

17.94%

161.48%

121.80%

451.41%

其他类产品

47,806,355.12

34,261,146.43

28.33%

61.30%

90.81%

-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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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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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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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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