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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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31日总股本567,000,000股为基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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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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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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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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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6×104Nm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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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纯食品级液体二氧化碳100,000吨、4421x104NM3/a�氢气、3265� x104NM3/a甲烷及

1788x104Nm3/a�一氧化碳的生产能力；2014年投资建设海南凯美特和福建凯美特，将分别提高年产10万吨二氧化

碳能力，其中海南凯美特将建设年产食品级二氧化碳10万吨（一期3万吨，二期7万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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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凯美特已投资建成处理量为4000Nm3/h火炬尾气压缩回用装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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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270,047,932.74 151,839,662.18 77.85% 261,993,275.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091,523.61 -45,516,157.39 146.34% 31,460,012.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096,804.65 -50,122,924.81 132.11% 28,355,940.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154,828.36 85,606,396.97 -2.86% 76,335,491.59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3 -0.07 0.05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3 -0.07 0.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3% -5.66% 3.88%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1,156,875,630.65 1,196,087,686.01 -3.28% 1,195,202,34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79,602,119.95 859,588,537.54 2.33% 826,857,13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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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10,988.54 62,018,959.73 66,227,625.34 86,090,359.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52,573.42 2,324,331.30 4,269,810.23 11,444,808.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93,384.24 1,461,199.20 2,832,960.88 10,509,260.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361,627.06 14,691,938.07 14,805,289.79 31,295,97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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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4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2,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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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767,500

质押

173,7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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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88,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宝盈资

源优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36% 13,401,2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宝盈策

略增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30% 7,381,44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宝盈科

技

30

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8% 7,233,60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

宝盈新价值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4% 7,043,012

四川开元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75% 4,252,500

祝恩福

境外自

然人

0.74% 4,200,091 3,150,068

山东省卫青投资有

限公司

－

卫青景渤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7% 3,216,464

任思琦

境内自

然人

0.37% 2,111,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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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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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2

月

31

日，任思琦：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471,100

股，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640,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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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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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国内宏观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公司管理层充分把握

环保行业发展时机，紧紧围绕公司的发展战略，主动应对市场环境，狠抓市场开发力度，强化成本费用与安全生

产管控，在对已有销售市场继续精耕细作、巩固市场地位和区域竞争优势基础上，通过加强营销力度、提升整体

营销水平等途径开发客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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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

内，公司扭亏为盈，实现营业收入27,004.7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7.85%；实现营业利润751.6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111.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09.1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46.34%。

2016年公司继续加大、夯实食品级二氧化碳市场销售力度，公司本部及子公司安庆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惠

州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二氧化碳产品较上年产、销量及收入均有增长。 安庆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特气分公司随

着2016年下半年原油资源产品价格的回升，安庆特气产品产量增加、价格也稳步回升，加之安庆凯美特加强营销

力度及成本费用管控，使报告期净利润扭亏为盈。 福建福源凯美特于2016年8月份试车投产成功对收入利润均有

积极影响。长岭凯美特通过与上游企业不断沟通、协调并报经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备案后于2016年3月1日

长岭分公司恢复对全资子公司长岭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供气， 但受尾气流量过小等因素影响长岭凯美特2016年

度业绩亏损2,330.85万元。 除长岭凯美特外，其余公司整体较好完成了2016年的各项生产、销售等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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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营液体二氧化碳、食品添加剂液体二

氧化碳、干冰。 截至2016年12月末，公司的总资产为9,732.01万元，所有者权益8,946.21万元；本期实现营业收入8,

558.36万元，营业利润2,908.09万元,�净利润3,061.2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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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营业务为生产和销售自产的食品添

加剂（液态二氧化碳）及其他工业气体、危险货物运输（二类）；生产氢气、燃料气（甲烷、一氧化碳）、液化石油

气、戊烷工业烃的炼厂尾气、火炬气分离及提纯建设项目筹建。 截至2016年12月末，公司的总资产为25,192.92万

元,所有者权益21,600.24万元,本期实现营业收入10,920.31万元,� �营业利润 460.20万元,�净利润为776.9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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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范围：生产液体二氧化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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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末，公

司的总资产为14,427.30万元，所有者权益7,934.90万元,本期实现营业收入653.97万元,�营业利润-2,467.75万元,净

利润为-2,330.8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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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营业务为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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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气及其他工业气体；道路货物运输。 （一般经

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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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末，公司的总资产为22,917.97万元，所有者权益8,048.63万元,本期实现营业收

入56.01万元,营业利润-1,251.71万元,净利润为-934.7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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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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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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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末，公司的总资产为12,577.40

万元,所有者权益9,961.79万元,本期实现营业收入1,114.70万元,营业利润-6.69万元,净利润为-7.5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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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489,601.85 100,087,239.79 66.07% 10.88% 7.90% -1.83%

氢气

41,091,742.89 6,157,486.70 14.98% 55.33% -65.69% -52.85%

液化气

38,249,874.96 3,223,605.95 8.43% 24.30% -157.42% 2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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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业务年度口径汇总的主营业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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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本期发生额为27,004.85万元，较上期增加11,820.83万元，增幅77.85%，主要原因为上期长岭凯美特子

公司与中石化长岭分公司于2015年6月份就可燃气价格结算问题协商达成一致， 根据会计准则将2012-2013年销

售折让冲减上期销售收入7,653.00万元；福建凯美特、安庆凯美特等公司因产品销量增加44,667.97吨，导致营业收

入增加4,747.10万元、因产品平均销售价格下降22.82元导致产品销售收入减少591.17万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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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根据《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

2016

〕

22

号）的规定，

2016

年

5

月

1

日之

后发生的与增值税相关交易，影响资产、负债等金额的，按该规定调整。

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房产税、

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原计入管理费用的相关税费，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调整计入“税金及附加”。

董事会决议

税金及附加增加

1,102,

243.55

元， 管理费用减

少

1,102,243.55

元。

公司针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2016年1-4月将印花税等相关税费仍在“管理费用” 科目核算；5月份开始在

“税金及附加” 科目核算；同时，对比数据（2015年度）不做调整；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净资产未造成影响。

报告期内，除上述会计政策发生变更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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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对2017年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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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7年4月24日，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湖南省岳阳市七里山公司会议室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2017年4月7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会议由董事长祝恩福先

生主持，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且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会议审议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会议通过了

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该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向董

事会递交了2016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2016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3、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4、审议通过了《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该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5、审议通过了《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16年度报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6年度报告摘要》详

见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6、审议通过了《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6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091,523.61元，

其中：母公司实现净利润43,425,849.65元，按公司章程规定提取10%法定盈余公积4,342,584.97元，加：年初未分配

利润169,416,646.98元。 根据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2015年度权益分配预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期末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208,499,911.66元，资本公积为91,992,624.58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中小企业板投资者权益保护指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修

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等法规要求，结合公司2016年度盈利情况和后续资金安排，公司2016年度

权益分配预案拟为：以2016年12月31日总股本567,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人民币56,700,000.00元，不送红股。以公司总股本567,000,000股为基数，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股

1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56,700,000股，本次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623,700,000股。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了《修订〈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8、审议通过了《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文

件》的议案。

为拓展开发新产品、新业务并尽快完成公司在全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布局，以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增强公司

整体实力和盈利能力，公司发展时需取得银行一定的授信额度以支持项目的顺利建设。

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及拟建项目资金需求情况，2014年公司已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市分行签署

《银企战略合作协议》，融资授信为2014年--2017年岳阳市工行向公司提供10亿元的融资支持(包括流到资金贷

款、项目贷款、贸易融资、票据业务及非融资类保函等)，贷款期限、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在不违反

相关规定前提下给予优惠，并提供贷款申请审批绿色通道。 公司2017年拟向其他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如下：交通银

行岳阳市分行2亿元，光大银行岳阳分行1亿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市分行5000万元，浦发银行岳阳

分行5000万元，广发银行岳阳分行6000万元，建设银行岳阳分行6000万元，并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文件。 公司已制

订了严格的审批权限和程序，能有效防范风险。 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内容包括人民币贷款、银

行承兑汇票等信用品种，授信期限为1-5年。

为充分利用金融工具、节约资金成本，授权公司经营层在办理采购设备（商品）、水电支付等经济业务时可

根据业务性质到以上申请授信额度的相关银行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与供货方结算。

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融资金额，实际融资款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以银行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

为准。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9、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17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及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丰富经验和职业素

养，在以往与公司的合作过程中，提供了优质的审计服务，对于规范公司的财务运作，起到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公司拟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17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0、审议通过了《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16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11、审议通过了《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12、审议通过了《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13、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其它重大交易情况和2017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1）为进一步支持公司子公司经营与发展的资金需要，有效增强其业务拓展能力，2011年7月26日第二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安庆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

保的议案》。 2016年7月26日，为安庆凯美特提供贷款担保已经履行完毕。

（2）2015年4月27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其它重大交易情况

和2015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议案》，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对全资子公司海南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实际对

外担保金额为6,500.00万元。公司为海南凯美特提供担保有利于解决子公司项目的资金需求，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以上担保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

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2005]120号文《证监会、银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

况。

（3）公司与关联方四川开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设计服务的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所需。 与关联人四川开元进

行的关联交易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 的市场交易原则及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价格公允，符合公司的实际发

展的需要，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祝恩福、周岳陵、张伟在审议该议案时进行了回避表决（祝恩福、张伟为海南和安庆凯美

特董事，周岳陵为安庆凯美特董事，祝恩福与周岳陵为夫妻关系）。

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16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其它重大交易情况和2017年

度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14、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15、审议通过了《调整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依据公司薪酬管理办法，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公司近年来业绩情况，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2016�年度的考核情况，结合公司所处的行业及地区的薪酬水平，建议对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17年度薪酬调整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2016

年领取薪酬

（月

/

含税

/

万元）

2017

年调整后薪酬

（月

/

含税

/

万元）

1

祝恩福 董事长

1.87 4-6

2

肖勇军 董事、总经理

4.58 4-6

3

周岳陵 董事

1.00 2-4

4

徐卫忠 董事、财务总监

1.91 2-4

5

张伟 董事、董事会秘书

1.83 2-4

6

张晓辉 监事会主席

1.75 2-4

7

余波 监事

1.28 1-1.8

具体考核指标根据公司《薪酬考核管理办法》执行，同时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目标完成情况，确定公司管理

层最终实际领取薪酬。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6、审议通过了《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7年第一

季度报告正文》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17、审议通过了《提请召开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要求，提请公司于2017年5月18日召开2016年度股东大会，对以下事项进行审

议：

（1）审议《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独立董事向董事会递交了2016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2016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2）审议《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审议《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审议《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5）审议《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6）审议《修订〈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此议案需通过特别决议审议，特别

决议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7）审议《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文件》

的议案；

（8）审议《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17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9）审议《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10）审议《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11）审议《2016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其它重大交易情况和2017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12）审议《调整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2016年度股东大会通知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6日

证

券代码：002549� � � �证券简称：凯美特气 公告编号：2017-010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7年4月24日，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湖南省岳阳市七里山公司会议室召开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2017年4月7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晓

辉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且公司监事就本次会议审议相关议案发表了意见，本次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了《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3、审议通过了《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对该项议案事项发表意见：

（1）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

各个方面真实的反应出公司2016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3）在提出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

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4）公司本次年度报告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出具了

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监事会认为，通过检查公司2016年12月31日财务报告及审阅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监事会认为该事项符合公正客观、实事求是的原则。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16年度报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6年度报告摘要》详

见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4、审议通过了《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6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091,523.61元，

其中：母公司实现净利润43,425,849.65元，按公司章程规定提取10%法定盈余公积4,342,584.97元，加：年初未分配

利润169,416,646.98元。 根据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2015年度权益分配预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期末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208,499,911.66元，资本公积为91,992,624.58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中小企业板投资者权益保护指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修

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等法规要求，结合公司2016年度盈利情况和后续资金安排，公司2016年度

权益分配预案拟为：以2016年12月31日总股本567,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人民币56,700,000.00元，不送红股。以公司总股本567,000,000股为基数，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股

1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56,700,000股，本次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623,700,000股。

监事会对该项议案事项发表意见：该利润分配预案是结合公司2016年度盈利情况和后续资金安排基于公司

实际情况作出的权益分配预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同意该项预案提交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了《修订〈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6、审议通过了《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文

件》的议案。

为拓展开发新产品、新业务并尽快完成公司在全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布局，以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增强公司

整体实力和盈利能力，公司发展时需取得银行一定的授信额度以支持项目的顺利建设。

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及拟建项目资金需求情况，2014年公司已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市分行签署

《银企战略合作协议》，融资授信为2014年--2017年岳阳市工行向公司提供10亿元的融资支持(包括流到资金贷

款、项目贷款、贸易融资、票据业务及非融资类保函等)，贷款期限、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在不违反

相关规定前提下给予优惠，并提供贷款申请审批绿色通道。 公司2017年拟向其他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如下：交通银

行岳阳市分行2亿元，光大银行岳阳分行1亿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市分行5000万元，浦发银行岳阳

分行5000万元，广发银行岳阳分行6000万元，建设银行岳阳分行6000万元，并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文件。 公司已

制订了严格的审批权限和程序，能有效防范风险。 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内容包括人民币贷款、

银行承兑汇票等信用品种，授信期限为1-5年。

为充分利用金融工具、节约资金成本，授权公司经营层在办理采购设备（商品）、水电支付等经济业务时可

根据业务性质到以上申请授信额度的相关银行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与供货方结算。

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融资金额，实际融资款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以银行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

为准。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17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及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丰富经验和职业素

养，在以往与公司的合作过程中，提供了优质的审计服务，对于规范公司的财务运作，起到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公司拟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17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8、审议通过了《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对该项议案事项发表意见：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制订了较为完善、合理的内部控

制制度，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完整，内部审计部门及人员配备齐全到位。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符合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公司自身的实际情况，遵循了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并得到了有效的贯彻和执行，

对公司经营管理起到了有效的风险防范和控制作用。 公司董事会出具的《2016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面、真

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建立和运行情况。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16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9、审议通过了《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对该项议案事项发表意见：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使用与存放募集资金，公

司董事会编制的《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真实、准确。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10、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其它重大交易情况和2017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监事会对该项议案事项发表意见：（1）通过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和公司对外担保

情况进行认真的了解和查验，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2）为安庆凯美

特气体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于2016年7月26日已经履行完毕。 （3）海南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经营情况稳定，对其提供担保有利于其业务发展，增强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且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

公司的长远利益。 （4）公司与关联方四川开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设计服务、购买设备的交易遵循公允、公平、公

正的原则进行，该关联交易利用四川开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技术与设备优势，符合公司的实际发展的需要，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 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16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其它重大交易情况和2017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对该项议案事项发表意见：

监事会全体成员一致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财政部关于印发〈增值税会计处

理规定〉的通知》（财会[2016]22号）进行的合理变更，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对公司及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造

成损害，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12、审议通过了《调整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依据公司薪酬管理办法，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公司近年来业绩情况，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2016�年度的考核情况，结合公司所处的行业及地区的薪酬水平，建议对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17年度薪酬调整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2016

年领取薪酬

（月

/

含税

/

万元）

2017

年调整后薪酬

（月

/

含税

/

万元）

1

祝恩福 董事长

1.87 4-6

2

肖勇军 董事、总经理

4.58 4-6

3

周岳陵 董事

1.00 2-4

4

徐卫忠 董事、财务总监

1.91 2-4

5

张伟 董事、董事会秘书

1.83 2-4

6

张晓辉 监事会主席

1.75 2-4

7

余波 监事

1.28 1-1.8

具体考核指标根据公司《薪酬考核管理办法》执行，同时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目标完成情况，确定公司管理

层最终实际领取薪酬。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3、审议通过了《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的议案。

监事会对本次2017年一季度报告发表意见：（1）公司董事会2017年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公司章程》 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2）2017年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的反应出公司2017年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意见前，未发现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7年第一

季度报告正文》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6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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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其它

重大交易情况和2017年度为控股子

公司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现将公司

2016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其它重大交易情况及2017年预计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事项报告如下：

一、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介绍

（1）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A．母公司

母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对本公司持股

比例

对本公司表决权

比例

注册资本 商业登记证

浩讯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 贸易投资

64.51% 64.51% 10,000.00

元港币

32121246

说明：本公司的最终控制方为祝恩福、周岳陵夫妇，为母公司浩讯科技有限公司的共同投资人。

B．子公司

公司名称 公司名称

公 司 名

称

公司名称 公司名称 公司名称

公司名称 本公司

表决权

比例

直接持股 间接持股

安庆凯美特

气体有限公

司

安徽省安庆大

观经济开发区

内

有限责

任公司

（外商投

资企业

投资）

17,383

万元

人民币

生产和销售自产的食品添

加剂（液态二氧化碳）及其

他工业气体；危险货物运

输（二类）；生产氢气、燃料

气（甲烷、一氧化碳）、液化

石油气、戊烷工业烃的炼

厂尾气、火炬气分离及提

纯项目筹建（由分支机构

经营）。

17,383

万元

人民币

100% -- 100%

惠州凯美特

气体有限公

司

惠州市大亚湾

经济技术开发

区石化区

J4

地

块

有限责

任公司

（法人独

资）

2,600

万元

人民币

以石油化工尾气（废气）、火

炬气为原料，生产经营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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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0

万元

人民币

100% -- 100%

岳阳长岭凯

美特气体有

限公司

岳阳市云溪区

长炼工业园

有限责

任公司

（非自然

人投资

或控股

的法人

独资）

5,000

万 元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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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0

万元

人民币

100% -- 100%

海南凯美特

气体有限公

司

洋浦远洋路工

行大厦

9

楼

901

号

有限责

任公司

（法人独

资）

9,000

万 元

人民币

生产、加工、销售可燃气（含

工业瓦斯、解析气、甲烷氢、

一氧化碳），食品液体二氧

化碳、氢气及其他工业气

体；道路货物运输。

9,000

万人

民币

100% -- 100%

福建福源凯

美特气体有

限公司

福建省泉州市

泉港区南埔镇

通港路

1217

号

有限责

任公司

10,000

万元

人民币

生产、加工、销售燃料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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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

万元人

民币

80% -- 80%

其他关联方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组织机构代

码

岳阳凯达科旺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受母公司控制

56171642-0

祝恩福 最终控制人、董事长

周岳陵 母公司股东

四川开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

91510000752307048N

董事、监事、经理、财务总监及董事会秘书 关键管理人员

二、2016年度本公司与各关联方关联担保的情况

（1）A安庆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庆凯美特” ）借款担保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终止日

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

公司

安庆凯美特气体有限公

司

3,000.00 2012/7/26 2016/7/26

是

说明： 公司2011年7月26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11年8月16日2011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安庆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公司于2012年7

月26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行签订了编号为1210494号全部主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人担保

的最高债权额为1.5亿元，保证期间为2012年7月26日至2016年7月26日。 主合同就是指安庆凯美特公司与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行因固定资产贷款业务而订立的授信业务合同。

B海南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凯美特” ）借款担保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终止日

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

公司

海南凯美特气体有限公

司

6,500.00 2015/6/11 2022/6/10

否

说明：2015年4月2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及2015年5月20日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4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其它重大交易情况和2015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公司将为全资子公司海南

凯美特向银行融资10,000万元提供担保。 海南凯美特于2015年6月10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工商岳阳开发区

支行签订编号为2015年开支借字第0522号固定资产贷款合同，公司为其提供保证担保（合同编号2015年开支保字

第0529号），保证期间为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

（2）报告期内，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

情况。

（3）子公司对合并范围外其他关联方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四川开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设计服务

1,574,528.31 1,132,075.44

四川开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购买设备

7,353,692.31 12,558,493.50

四川开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购买材料

1,168,700.85 --

说明：交易价格均按市场价格执行。

三、2017年度预计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

公司于2014年4月23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详见公司2014-015号公告）及2014年5月16日召

开的2013年度股东大会（详见公司2014-039号公告）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海南凯美

特气体有限公司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发布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海南凯美特气体有

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为2014-019）。

1、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2015年4月27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及2015年5月20日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4年度

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其它重大交易情况和2015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公司将为全资子公司海南凯美

特向银行融资提供10,000.00万元的担保，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上述相关事宜。 关联董事祝恩福、

周岳陵、张伟在审议该议案时进行了回避表决（祝恩福、张伟为海南凯美特董事，祝恩福与周岳陵为夫妻关系）。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海南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300097688242H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洋浦远洋路工行大厦9楼901号

法定代表人：祝恩福

注册资本：人民币玖仟万元

成立日期：2014年5月5日

营业期限：2014年5月5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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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气及其

（下转B243版）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祝恩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卫忠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伍细元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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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10,812.33 55,710,988.54 35.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246,497.32 3,052,573.42 7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981,983.50 1,293,384.24 207.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559,537.11 22,361,627.06 18.77%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084 0.0049 71.43%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084 0.0049 71.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9% 0.35%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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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8,099,579.12 1,156,875,630.65 -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84,675,747.27 879,602,119.95 0.5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68,691.3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

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438,707.3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4,930.57

减：所得税影响额

305,147.2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285.43

合计

1,264,513.8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

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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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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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1% 365,767,500

质押

135,5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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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88,000

祝恩福 境外自然人

0.74% 4,200,091 3,150,068

山东省卫青投资

有限公司

－

卫青

景渤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57% 3,208,464

四川开元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2% 2,935,000

胡玉枚 境内自然人

0.23% 1,300,000

国投泰康信托有

限公司

－

国投泰

康信托格律

1

号

（瑞福

50

号）证券

投资单一资金信

托

其他

0.23% 1,287,000

夏海燕 境内自然人

0.21% 1,205,646

季慧芳 境内自然人

0.19% 1,100,000

夏新远 境内自然人

0.19% 1,056,87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浩讯科技有限公司

365,767,500

人民币普通股

365,767,500

新疆信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4,188,000

人民币普通股

34,188,000

山东省卫青投资有限公司

－

卫青景

渤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208,464

人民币普通股

3,208,464

四川开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9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35,000

胡玉枚

1,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0,000

国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

－

国投泰康

信托格律

1

号（瑞福

50

号）证券投资

单一资金信托

1,287,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7,000

夏海燕

1,205,646

人民币普通股

1,205,646

季慧芳

1,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0,000

夏新远

1,056,870

人民币普通股

1,056,870

祝恩福

1,050,023

人民币普通股

1,05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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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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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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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货币资金期末余额6,293.19万元，较期初减少4,302.77万元，减幅40.61%，主要原因为归还银行到期流动资

金贷款和海南凯美特公司支付工程设备款所致。

2、应收票据期末余额336.90万元，较期初减少250.26万元，减幅42.62%，主要原因为将未到期票据背书给供应

商用于项目支付或采购所致。

3、存货期末余额1,056.67万元，较期初增加305.95万元，增幅40.75%，主要原因为惠州凯美特公司和安庆凯美

特公司的库存商品增加所致。

4、在建工程期末余额566.13万元，较期初增加457.18万元，增幅419.64%，主要原因为湖南凯美特公司本期购

入6台槽车待转资所致。

5、短期借款期末余额0万元，较期初减少5,000.00万元，减幅100%，主要原因为湖南凯美特公司本期归还光大

银行岳阳分行到期贷款所致。

6、预收款项期末余额554.92万元,�较期初增加333.42万元，增幅150.53%，主要原因为安庆凯美特公司特气产

品客户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7、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62.95万元，较期初减少225.31万元，减幅78.16%，主要原因为本期支付上年已计提

未发放职工年终奖、司机安全奖款项所致。

8、应付利息期末余额0万元,� 较期初减少16.08万元，减幅100.00%，主要原因为湖南凯美特公司本期归还短

期借款导致应付利息金额相应减少所致。

9、营业收入本期发生额为7,541.08万元，较上期增加1,969.98万元，增幅35.36%，主要原因为上年同期福建凯

美特公司未投产及安庆凯美特公司本期液化气销售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10、营业成本本期发生额4,304.38万元，较上期增加1,328.48万元，增幅44.64%，主要原因为福建凯美特公司及

安庆凯美特公司收入增加成本相应增加所致。

11、税金及附加本期发生额为94.67万元，较上期增加51.82元，增幅120.93%，主要原因为上年同期房产税、车

船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发生额未列入本科目所致。

12、财务费用本期发生额为70.24万元，较上期增加66.89万元，增幅1995.43%，主要原因为本期项目达到预定

使用状态转资后贷款利息全部费用化所致。

13、资产减值损失本期发生额为23.32万元，较上期减少11.70万元，减幅33.41%，主要原因为湖南凯美特公司

本期已计提坏账准备金额比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14、所得税费用本期发生额为12.64万元，较上期减少57.45万元，减幅81.97%，主要原因为本期应纳税所得额

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

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7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100.00%

至

150.00%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万元）

1,075.38

至

1,344.23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537.6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原因安庆特气产品随着国际原油价格回升有所升高，福建凯美特已

投产，另外海南凯美特将于四月底投产试运行。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02

月

2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接待对象：光大证券。 主要内容：公司经营情况与项目进展。 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24

日在巨潮资讯网互动易上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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