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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49                           证券简称：凯美特气                           公告编号：2020-047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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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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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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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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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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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10,846,919.96 247,890,804.71 -14.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025,382.57 53,141,212.68 -41.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0,612,223.14 50,642,197.40 -59.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0,613,931.19 52,518,851.73 -3.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97 0.0852 -41.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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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5% 5.55%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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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1,126,956.43 1,620,878,358.01 -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37,673,083.67 969,113,602.50 -3.2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6,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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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讯科技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41.66% 259,861,273  质押 105,000,000 

湖南省财信资

产管理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2.45% 77,630,000    

湖南省财信常

勤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湖南

省财信常勤壹

号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国有法人 10.00% 62,370,000    

何雪萍 境内自然人 4.83% 30,110,900    

新疆信安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00% 24,932,000    

祝恩福 境外自然人 0.56% 3,465,100 3,465,075   

中国工商银行

－东吴嘉禾优

势精选混合型

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54% 3,380,120    

四川开元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3% 3,300,000    

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8% 3,000,000    

陈燕翡 境内自然人 0.47% 2,95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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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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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0 日，何雪萍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7,000,000 股，普通证券账户持

有 3,110,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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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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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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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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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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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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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084.69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4.94%；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02.54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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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末，公司的总

资产为14,477.36万元，所有者权益13,456.45万元；本期实现营业收入4,835.65万元，营业利润1,505.70万元, 

净利润1,318.4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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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末，公司的总资产为23,329.48

万元,所有者权益21,678.38万元,本期实现营业收入3,740.84万元,  营业利润11.47万元, 净利润为10.9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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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6月末，公司的总资产为11,582.67万元，所有者权益1,016.36万元,本期实现营业收入1,360.19万元, 营业
利润-566.45万元,净利润为-569.9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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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末，公司的总资产为19,326.81万元，所有者权益12,079.61万元,

本期实现营业收入4,796.2万元,营业利润1,402.83万元,净利润为1,136.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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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末，公司的总资产为11,978.81万元,所有者权益11,373.83万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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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实现营业收入2,055.71万元,营业利润727.05万元,净利润为618.9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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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

末，公司的总资产为16,800.76万元,所有者权益4,459.88万元,本期实现营业收入534.31万元,营业利润-375.08

万元,净利润为-286.2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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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末，公司的总资产为20,932.76万元，所有者权益7,100.22万元,本期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 营业

利润-630.19万元,净利润为-477.97万元。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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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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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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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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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