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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深冷液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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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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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天职国际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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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代码 30054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马继刚 贾雪、向星睿 

办公地址 
成都市郫都区现代工业港北片区同善桥路

569 号 

成都市郫都区现代工业港北片区同善桥路

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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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CO分离装置、氢气液化装置、天然气提氦装置、储能装置、LNG/L-C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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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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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通过为客户提供天然气液化与液体空分工艺包及处理装置获得收入并实现持续业绩增长，公

司的产品为非标准化产品，需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针对性的流程计算、产品设计，并安排核心部机的生产

计划及原材料、配套件的采购，安排外协厂商组织标准化部机产品的制造和供应，公司在经营上采用以销

定产的模式，产品直接销售给用户。公司产品的生产周期较长，由合同谈判到最终完成产品安装调试，一

般需要一年半至两年时间，主要环节包括通过合同谈判确定产品设计方案、产品设计、原材料及外购部机

的采购、自制部机的生产、分批发货、运行调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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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天然气的消费保持了持续增长，2020年中国天然气表观消费量达3289亿立方米，同比增长7.6%。

2020年中国天然气进口量为10166万吨，同比增长5.3%,其中液化天然气（LNG）进口总量达到6250万吨。

2020年中国液化天然气产量为1332.9万吨，较2019年的1165万吨同比增长14.41%。2019年2月生态环境部印

发《2019年全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要点》通知，该《通知》旨在从大气污染、交通运输、燃料及工业4个

方面入手，加强治理、规范行业标准并优化能源结构，从而落实《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2019

年4月长江航务管理局发布关于LNG动力船试运行通过三峡船闸相关事项的通告，表明自2019年6月1日起，

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开始受理LNG动力船过闸申报，LNG动力船将优先通过三峡船闸；2019年5月国家发

改委发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征求意见稿）》公告，天然气部分，《指导目录》鼓励类

共列举了10项，内容包括生物天然气项目，天然气勘探开采、页岩气开发、管道及加注站基础设施、天然

气分布式能源、天然气船舶等产业；2020年4月10日国家能源局于下发《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征

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明确了采取措施，积极合理发展天然气，优化天然气利用结构，提高

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2020年4月14日国家发改委等五部委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天然气储备能

力建设的实施意见》；2020年6月22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2020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要求

重点做大四大油气上产基地，推动常规天然气产量、页岩气、煤层气较快发展；2020年7月2日，《整船载

运液化天然气可移动罐柜安全运输要求（试行）》正式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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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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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518,723,551.37 435,349,250.51 19.15% 342,829,36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427,082.87 7,416,554.02 27.11% -116,750,324.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508,059.10 -12,361,830.17  -120,330,700.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669,481.57 44,895,446.29 -275.23% -68,956,591.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56 0.0595 27.06% -0.96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56 0.0595 27.06% -0.96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9% 1.43% 0.26% -19.78%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203,465,169.75 942,327,774.00 27.71% 1,035,700,31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66,877,054.61 547,808,858.86 3.48% 536,852,2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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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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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90,533.90 148,888,207.53 104,924,999.10 232,219,81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639,501.69 19,017,505.38 -2,522,444.45 2,571,523.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960,015.01 17,328,700.71 -2,928,945.20 2,068,318.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914,011.84 43,183,003.31 -23,308,038.75 -58,630,43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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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1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0,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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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乐敏 境内自然人 12.89% 16,077,115 12,057,836   

四川简阳港通

经济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67% 13,306,994 0 质押 2,000,000 

徐州楚祥嘉信

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05% 8,789,239 0   

上海楚业信企

业管理咨询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53% 5,642,331 0   

程源 境内自然人 3.84% 4,788,194 3,617,395   

文向南 境内自然人 3.64% 4,532,594 3,567,145   

肖辉和 境内自然人 3.14% 3,919,504 2,981,515   

黄肃 境内自然人 2.94% 3,667,194 3,440,395   

张建华 境内自然人 2.84% 3,544,761 2,685,493   

崔治祥 境内自然人 2.81% 3,509,858 2,659,39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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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充分协商，各方于 2020 年 8 月 1 日签署了《解除

协议》，一致同意在与交投实业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生效时点解除一致行动关系。 

2、徐州楚祥嘉信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楚业信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为一致

行动人。（“徐州楚祥嘉信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系由原“无锡楚祥嘉信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更名，“上海楚业信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系由原“堆龙楚祥恒通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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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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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872.3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9.1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42.7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7.11%。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情况回顾如下： 

（一）、报告期内项目执行情况 

山西某公司“30万/年乙二醇联产LNG项目深冷分离装置项目”顺利投产；陕西某公司3000全液体空分

装置顺利投产；河北某公司4500液体空分装置顺利投产；河北某公司6000全液体空分装置顺利投产；山西

某公司3000全液体空分装置顺利投产；新疆某公司10万方撬装LNG装置顺利投产等。 

内蒙古雅海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60万吨液化天然气项目按合同进度执行，目前处于现场施工阶段，

装置预计在2021年投产；山西某公司“综合尾气制30万吨/年乙二醇联产LNG项目”按合同进度正常执行，项

目即将进入调试阶段，装置预计在2021年投产；云南某公司“30万方/日页岩气液化工厂建设项目”正常执行，

目前处于现场施工阶段，装置预计在2021年投产；陕西某公司40万吨LNG天然气处理项目正常执行，项目

已进入调试阶段，装置预计在2021年投产；江西某公司7000全液体空分装置按合同正常执行，目前处于现

场施工阶段，装置预计在2021年投产；陕西某公司、甘肃某公司、新疆某公司等多家单位共计4套5万方撬

装LNG装置均进入调试阶段，预计在2021年陆续投产。 

    （二）、报告期内业务拓展情况 

LNG装置业务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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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新

签订的合同总额约6.90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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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化站等产品。特别是内蒙雅海60万吨LNG项目，是近年来国内最大的LNG装

置项目之一，预计在2021年投产，该项目的装备提供展示了我公司在液化天然气装备领域的技术实力，进

一步巩固了公司在液化天然气装备领域的行业地位。 

氦气业务方面：通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公司已完成了氦气提取、精炼及液化装置的开发，氦气主要用

于航空航天、电子、医疗及军工等行业领域，国内气源目前主要依靠进口，公司目前正积极寻找气源方合

作伙伴，拟投建氦气提取与液化装置，弥补我国氦气供给能力不足，改变对氦气高度依赖进口的现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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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能源业务方面：公司已先后取得了制氢、氢液化、液氢储罐的相关专利，已具备制氢、氢液化、氢

储运及加注等成套装备的设计、制造一站式解决方案提供能力，具备了提供液氢加氢站装置的技术和装备

能力。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国内氢行业政策导向和市场发展的趋势积极进行液氢装置、氢加注站市场推广

工作，探索以液氢技术为核心打造制氢、储氢、用氢的氢能源示范产业链，示范产业链的示范目标是实现

零排放、碳中和。报告期内，公司在氢能投资方面先后进行了以下事项，公司与大同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签署了《深冷氢能源装备基地项目投资合作协议》，在大同设立了山西深冷氢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公

司出资了嘉兴晨琋睿智氢能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司与徐州铭寰能源有限公司及其股东签署了

《徐州铭寰能源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上述投资目前正逐步推进中，项目的实施进度和投资额度还存在不

确定性，公司氢能源项目将根据市场发展趋势逐步推进、分步投资，预计短期内对公司业绩无明显影响。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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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出现重大项目质量问题，公司全年无重大安

全事故和环保责任事故发生。公司已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 9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ISO 14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ISO 45001 )，并于2020年7月完成监督审核，公司拥有A1、A2级压力容器设计

许可证、A2级压力容器制造许可证、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压力容器建造认证（ASME）“U”及“U2”证书。 

（四）、研发投入情况 

2020年度，公司研发投入1806.45万元，公司新增多项技术专利授权，包括：一种采用氮循环的CO深

冷分离系统及方法；一种深冷分离CO、H2双循环洗涤甲烷系统及方法；一种二氧化碳提纯液化的装置；

一种铝镁合金材料焊缝重熔的焊接装置；一种下装式过滤分离器；一种带拔砂装置的吊顶常压金属储罐；

一种快速化霜的空温式汽化器系统等专利。公司申报了一种用于吊顶常压储罐的保护装置，一种检测全容

储罐次液体容器的RTD装置，一种带次液体容器液位检测装置的吊顶常压储罐，一种LNG储罐的共用装卸

臂系统，一种具有残液回收装置的吊顶储罐的发明专利受理。 

    报告期内，公司开展的技术研发工作包括：高效增压透平膨胀机的研究；小型LNG橇装设备工艺方法、

结构组合、控制方案及配套设备的持续改进；低能耗内压缩空分设备工艺方案的研究；液体空分两相流管

线操作稳定性的研究；化工尾气环境空分装置分子筛复合床层的研究；空分装置压缩机余热回收利用；采

用低温精馏法从LNG装置BOG气中制取粗氦的核心设备低温纯化器、绕管换热器制造工艺探索；日产5吨

液氢装置核心设备真空冷箱的设计；30m
3液氢储罐的设计，典型LNG装置SIL定级分析计算程序的开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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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NG 装置 426,661,744.10 73,510,883.28 17.23% 231.88% 126.52% -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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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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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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董事会会议批准，自2020年1月1日采用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相关规定，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

调整。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2020年1月1日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将“应收账款”调整至“合同资产” 合并资产负债表： 

“应收账款”期初减少187,773,553.50元，“合同资产”期初增加187,773,553.50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应收账款”期初减少186,894,775.27元，“合同资产”期初增加186,894,775.27元。 

将“预收款项”调整至“合同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合并资产负债表： 

“预收款项”期初减少133,904,358.03元，“合同负债”期初增加120,239,973.66元，“其他流动负

债”期初增加13,664,384.37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预收款项”期初减少123,968,614.36元，“合同负债”期初增加111,205,510.02元，“其他流动负

债”期初增加12,763,104.3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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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