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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18                             证券简称：*ST 康盛                             公告编号：2021-014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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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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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康盛 股票代码 002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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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波  

办公地址 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镇康盛路 268 号  

电话 0571-64837208  

电子信箱 liwb@kasun.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营业务情况 

家电制冷配件业务：一是冰箱、冷柜等家电配件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二是空调用热交换器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三是冰箱、冷柜等制冷配件的进出口业务。 

新能源汽车业务：纯电动客车、纯电动物流车、氢燃料电池客车等新能源商用车整车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二）行业发展状况 

（1）家电制冷配件业务 

我国是家电制造大国，也是家电制造强国。行业竞争充分，市场品牌日益集中，在消费升级和智能互联的趋势下，市场

平稳增长。公司旗下浙江康盛科工贸是家电行业中冰箱冷柜空调产品的配套企业，顺应外部环境和行业发展趋势，提高生产

效率，调整产品结构，不断满足客户需求以及提升盈利能力。 

（2）新能源汽车业务 

发展新能源汽车已成为大势所趋，新能源商用车也是新能源汽车领域重要的组成部门，在公用领域使用较多，频率较高，

推动公共领域率先实现电动化，不仅可以实现产业绿色发展，而且可以同步促进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推广应用模式创新，

也对新能源汽车私人消费起到较强的带动作用。目前，多地政府都在积极推动公交、环卫、邮政、出租、通勤、轻型物流配

套等车辆实现电动化。公司旗下中植一客主要从事新能源商用车整车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产品主要用于公路客运、公交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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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物流运输等领域，将继续深化市场化营销，拓展重点市场和客户，加强品牌建设，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行业地位 

公司在家电制冷系统管路件领域，率先进行铜替代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是家电制冷配件行业的领先者，具有产业链完整、

产品品类全、生产规模大等竞争优势，公司制冷钢管年产能达10万吨，蒸发器、冷凝器部件生产能力5000万件（套）。公司

长期深耕家电制冷管路制造，客户基本实现世界知名家电制造企业的全覆盖。公司汽车业务目前聚焦在新能源商用车整车领

域，公司将重点发展氢燃料商用车，并已积累了一定的技术优势和市场份额，除了加强自身品牌建设外，公司后续将通过投

资或外部合作方式，助力汽车业务技术升级和产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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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8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2,352,346,002.89 2,007,637,162.45 2,007,637,162.45 17.17% 2,918,320,039.52 2,918,320,039.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1,125,881.27 -542,337,848.28 -542,337,848.28 103.90% -1,226,856,699.21 -482,124,373.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50,406,765.26 -535,087,138.92 -535,087,138.92 71.89% -1,341,274,119.77 -596,541,793.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27,796,774.28 202,653,365.89 202,653,365.89 -36.94% -411,427,358.60 -411,427,358.6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 -0.48 -0.48 104.17% -1.08 -0.4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2 -0.48 -0.48 104.17% -1.08 -0.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51% -61.93% -40.00% 41.51% -70.41% -25.51%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18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3,356,436,226.56 3,497,573,620.21 4,241,426,183.21 -20.87% 4,958,745,253.02 5,703,477,579.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436,571,019.37 611,867,357.45 1,355,719,920.45 5.96% 1,145,578,333.19 1,890,310,659.19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披露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5）和立信

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2019 年度前期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审

核报告》（立信中联专审字[2021]D-0262 号）。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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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55,549,735.40 493,194,597.12 547,456,350.45 956,145,319.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748,469.97 3,284,904.44 -3,899,785.24 51,489,23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821,604.22 -33,952,488.37 -5,923,432.37 -79,709,240.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201,875.24 46,110,542.27 147,997,293.97 -116,512,93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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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7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上一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6,78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上一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报告期末持

股数量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持有无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重庆拓洋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75% 179,000,000   179,000,000   

常州星河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88% 135,000,000   135,000,000   

陈汉康 境内自然人 9.26% 105,245,956 -71,809,676  105,245,956 冻结 105,245,956 

浙江农资集团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6% 45,030,400   45,030,400   

慈溪凯豪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

（普通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5% 33,550,231   33,550,231   

钱紫阁 境内自然人 2.59% 29,477,400   29,477,400   

民生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6% 26,858,964   26,858,964   

北京中商荣盛贸

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9% 26,000,000   26,000,000   

浙江润成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7% 18,950,683 -76,236,941  18,950,683 冻结 18,950,683 

朱兴林 境内自然人 0.75% 8,550,900   8,550,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股东重庆拓洋投资有限公司和常州星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同受公司实际控制人

解直锟先生控制；（2）公司股东陈汉康先生担任浙江润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法定代表人，同时持有浙江润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0%股权，其配偶周珍女士持有浙

江润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0%股权；（3）除上述情况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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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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国范围停工停产，虽然公司家电制冷配件板块率先于2月份恢复了生产，但一季

度销售规模仍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第二季度，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控制，国内生产和需求逐步恢复，但海外疫情持续恶化，

国内家电企业的出口订单量明显萎缩，国外客户普遍停工停产，公司外贸订单受到严重影响，出口发货量急剧下降。第三季

度，国外疫情形势依旧严峻，家电制造订单向国内转移，国内大客户的外贸订单激增，造成国内市场需求旺盛，也给供应链

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从三季度开始，随着国内市场的复苏，公司家电团队全力做好生产和销售保障，在外贸疲软的不利情况

下，克服了产能瓶颈和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等诸多困难，实现了经营各项指标的好转。三、四两季度一直维持产销两旺，

并最终顺利完成了公司制定的全年经营目标。 

受疫情导致地方政府客车采购延期或订单减少，叠加行业整体需求下降，成都公交订单取得不及预期等多方面影响，公

司新能源商用车业务全年未完成经营目标。2020年，公司继续推进和深化新能源商用车市场化营销。为了贴合客户和扩大产

品影响力，中植一客组织了“成都造·成都行”新能源汽车在成都范围的巡展活动，受到了相关主管部门及客户的一致好评，

除了公交车、公司还围绕发展新能源物流车业务开展了大量工作；除成都公交市场外，公司又开拓了大同公交市场，并于年

底顺利完成300台大同公交车的交付。为了实现公司商用车产品的升级，公司一直重视氢燃料产品的研发和市场开拓，也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公司顺利完成龙泉驿公交30台氢燃料公交车的交付，也荣获了四川省首批百台氢燃料电池公交车示范先锋

奖。 

2020年，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以防范风险、持续发展为工作思路，进一步优化调整资产和业务，探究发展新领域，

为公司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报告期内，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35,234.60万元，同比增长17.1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2,112.59万元，同比增加103.90%。本报告期期末，公司总资产335,643.62万元，较期初减少20.87%；归属于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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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东权益143,657.10万元，较期初增加5.96%。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稳家电，强汽车“工作思路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1、家电制冷配件业务 

在做好海尔、海信等重点客户维护的同时，积极寻求增量订单，微通道、铜铝产品增长；新设公司青岛海康制冷科技和

佛山海康源制冷科技、进一步整合市场销售渠道，佛山地区产值增长迅速；微通道产品发展潜力逐步显现，冰箱用微通道冷

凝器、驻车空调芯体等产品市场需求旺盛；为了提升市场竞争力，减轻经营包袱，处置了江苏康盛和合肥康盛相关土地厂房。 

2、新能源汽车业务 

启动在山西大同投资建设新能源商用车整车研发制造基地一期项目，并于年底前完成大同公交订单的交付；完成设计车

型16款，除公交车产品外，重点研发新能源物流车产品，并与潜在客户深度交流；子公司中植一客顺利通过四川省2020年第

二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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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冷管路 463,831,854.61 108,757,938.61 23.45% 8.26% -3.12% -2.75% 

制冷配件 1,491,978,607.38 88,782,640.95 5.95% 7.53% -2.80% -0.63% 

新能源汽车整车 347,716,642.30 81,188,359.86 23.35% 229.35% 2,833.84% 2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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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103.90%，主要系公司获得政府补助、处置子公司股权以及处置子公司土地

厂房，非经常损益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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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修订前的收入准则简称“原

收入准则”）。新收入准则引入了收入确认计量的五步法，并针对特定交易（或事项）增加了更多的指引。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开始按照新修订的上述准则进行会计处理，新收入准则要求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

次执行当期期初（即2020年1月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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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新收入准则

时，本公司仅对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  

除了提供了更广泛的收入交易的披露外，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当期期初的留存收益金额未产生重大影响。主要影响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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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  目 2019年12月31日 重分类 2020年1月1日 

预收款项  62,137,722.44 -5,248,834.02 56,888,888.42 

合同负债   5,061,132.13 5,061,132.13 

其他流动负债  187,701.89 187,701.89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  目 2019年12月31日 重分类 2020年1月1日 

预收款项 13,911,460.12 -2,028,539.44 11,882,920.68 

合同负债   2,028,539.44 2,028,539.44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当期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  目 新收入准则下2020年12月31日余额 原收入准则下2020年12月31日余额 

应收账款 1,645,760,567.52 1,645,760,567.52 

预收款项 7,879,033.80 16,158,362.85 

合同负债 7,326,839.87  

其他流动负债 5,065,534.05 4,113,044.87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  目 新收入准则下2020年12月31日余额 原收入准则下2020年12月31日余额 

应收账款 137,910,058.17 137,910,058.17 

预收款项 5,951,947.84 6,395,464.10 

合同负债 392,492.27  

其他流动负债 2,004,523.99 1,953,500.00 

合并利润表 

项  目 新收入准则下2020年度发生额 原收入准则下2020年度发生额 

营业收入 2,352,346,002.89 2,352,346,002.89 

母公司利润表 

项  目 新收入准则下2020年度发生额 原收入准则下2020年度发生额 

营业收入 904,430,238.27 904,430,23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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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公司对上述会计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追溯调整后，不会导致公司已披露的相

关年度报表出现盈亏性质的改变。上述会计差错更正对康盛股份2018年和2019年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如下： 

1、对2018年度财务报表影响 

财务报表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更正前金额 更正后金额 会计差错更正金额（“-”表示调减）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927,635,270.55  2,672,367,596.55      744,732,326.00     

资产总计  4,958,745,253.02  5,703,477,579.02     744,732,326.00 

未分配利润  -537,402,800.10    207,329,525.90     744,732,326.0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1,145,578,333.19  1,890,310,659.19     744,732,326.00 

股东权益合计  1,144,888,120.86  1,889,620,446.86     744,732,326.00 

负债和股东权益合计  4,958,745,253.02  5,703,477,579.02     744,732,326.00 

资产减值损失  1,159,967,350.13    415,235,024.13     -744,732,3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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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利润  -1,214,623,514.74   -469,891,188.74   744,732,326.00 

利润总额  -1,229,278,592.73  -484,546,266.73   744,732,326.00 

净利润  -1,252,162,252.71  -507,429,926.71   744,732,326.00 

持续经营净利润  -1,171,990,642.93   -427,258,316.93   744,732,326.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226,856,699.21   -482,124,373.21   744,732,326.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237,112,316.17   -492,379,990.17   744,732,326.00 

2、对2019年度财务报表影响 

财务报表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更正前金额 更正后金额 会计差错更正金额（“-”表示调减） 

应收账款  1,223,306,347.88  1,967,158,910.88      743,852,563.00     

资产总计  3,497,573,620.21  4,241,426,183.21      743,852,563.00     

未分配利润  -1,044,950,742.66   -301,098,179.66      743,852,563.0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611,867,357.45  1,355,719,920.45      743,852,563.00     

股东权益合计  601,928,899.34  1,345,781,462.34      743,852,563.00     

负债和股东权益合计  3,497,573,620.21  4,241,426,183.21      743,852,563.00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披露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5）和立信中联出

具的《关于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2019年度前期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审核报告》（立信中联专审字[2021]D-026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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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期出售中植汽车（淳安）有限公司、成都联腾动力控制技术有限公司、新动力电机（荆州）有限公司、合肥卡诺汽车

空调有限公司、浙江云迪电气科技有限公司，自出售完成之日起，以上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将不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本期新设子（孙）公司：佛山海康制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康盛制冷技术有限公司、青岛海康制冷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诚植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中植大同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中植大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上述公司分别自2020年6月、6

月、4月、1月、8月、8月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3、本期注销子（孙）公司：河南中植一客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中植汽车（广州）有限公司，上述公司分别自2020年4月、1

月不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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