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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18               证券简称：康盛股份               公告编号：2022-035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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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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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盛股份 股票代码 00241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ST 康盛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亚骏（代行） 王殷 

办公地址 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镇康盛路 268 号 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镇康盛路 268 号 

传真 0571-64836953 0571-64836953 

电话 0571-64837208 0571-64836953 

电子信箱 wangyj@kasun.cn wangy@kasun.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营业务情况  

1、家电制冷管路及配件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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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新能源商用车整车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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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营模式 

1、家电制冷管路及配件业务：公司采购冷轧钢卷、铝杆、铝锭、电解铜等基础材料，通过高频焊接、挤压成型、熔炼挤压

拉拔，分别生产成制冷钢管、合金铝管和精密铜管(以下统称“管材”)，一部分管材由公司的分子公司作为制冷配件的原材

料内部使用，另一部分管材直接销售给相关客户。公司通过在冰箱、冷柜等家电主机厂周边设立分子公司，对管材进行再加

工，制成冰箱冷柜的制冷管路配件，直接销售给当地配套客户。目前浙江康盛科工贸拥有年产制冷钢管10万余吨、铝管和铜

管各1万余吨、蒸发器及冷凝器部件5000余万件的生产能力，在业内拥有明显的规模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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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能源商用车整车业务：中植一客是一家集客车产品研发、制造与销售为一体的大型制造业企业，主要产品涵盖5.99米

至12米全系车型，以及18米BRT铰接车的车辆型谱，主要用于公路客运、公交客运等领域。公司销售模式以直销为主，生产

经营以订单为主线，实施客户化定制。公司经营业绩主要取决于产品竞争力、满足客户需求能力和成本控制能力等。目前中

植一客拥有年产3000辆商用车生产能力，能够满足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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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2,668,456,048.97 3,356,436,226.56 -20.50% 4,241,426,183.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06,426,378.10 1,436,571,019.37 4.86% 1,355,719,920.45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2,377,359,900.57 2,352,346,002.89 1.06% 2,007,637,162.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391,172.17 21,125,881.27 76.99% -542,337,848.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602,770.46 -150,406,765.26 86.97% -535,087,138.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6,946,633.01 127,796,774.28 46.28% 202,653,365.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2 50.00% -0.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2 50.00% -0.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5% 1.51% 1.04%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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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127,220.61 576,465,341.77 564,334,726.49 664,432,611.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308,162.57 -9,950,493.13 -883,069.91 24,916,572.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557,893.52 -10,568,544.90 -3,109,958.50 -26,482,160.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199,134.77 -108,995,999.19 34,255,473.36 173,488,0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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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71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50,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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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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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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常州星河资

本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88% 135,000,000    

重庆拓洋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75% 122,180,000    

陈汉康 境内自然人 7.60% 86,390,086  质押/冻结 86,390,086 

浙江吉利新

能源商用车

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0% 56,820,000    

北京中商荣

盛贸易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9% 26,000,000    

徐晟 境内自然人 0.84% 9,581,000    

朱兴林 境内自然人 0.71% 8,035,500    

刘森林 境内自然人 0.70% 8,002,300    

丁琪 境内自然人 0.57% 6,475,203    

金观木 境内自然人 0.52% 5,869,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股东常州星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和重庆拓洋投资有限公司同受公司实际控制人解直

锟先生控制（2021 年 12 月 18 日解直锟先生因病逝世，其名下股权变更办理尚未完成）；

（2）公司股东陈汉康先生担任浙江润成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同时持有浙江润成 70%股

权，其配偶周珍女士持有浙江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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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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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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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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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