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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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无
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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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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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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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调整前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上年同期
调整后

调整后

1,044,145,252.34

1,555,458,975.94

1,762,788,633.74

-40.77%

-96,394,459.68

-6,724,131.98

-10,719,677.28

-79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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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00,923,564.12

-9,682,906.19

-14,677,337.81

-587.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2,061,123.59

-359,139,320.88

-396,864,107.88

133.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5

-0.006

-0.009

-844.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5

-0.006

-0.009

-844.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78%

-0.30%

-0.40%

-8.38%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4,656,515,216.97

4,958,745,253.02

4,958,745,253.02

-6.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50,009,548.47

1,145,578,333.19

1,145,578,333.19

-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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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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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汉康

浙江润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15.58%

177,055,632

12.25%

139,187,624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132,791,72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质押

173,474,672

冻结

177,055,632

质押

122,080,000

冻结

139,187,624

常州星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88%

135,000,000

质押

112,887,200

重庆拓洋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88%

135,000,000

质押

135,000,000

孟喜姑

境内自然人

1.99%

22,561,700

义乌富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8%

22,500,000

陈月平

境内自然人

0.90%

10,177,400

北京贰零壹贰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1%

8,073,300

梁淑文

境内自然人

0.46%

5,198,280

汪晨虹

境内自然人

0.42%

4,747,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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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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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实际控制人
解直锟先生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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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自然人股东孟喜姑通过普通股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通
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2,561,700 股，其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22,561,700 股；
（2）公司自然
人股东陈月平通过普通股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通过东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0,177,400 股，
其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0,177,400 股；
（3）公司法人股东北京贰零壹贰
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账户持股有公司股票 0 股，通过平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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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73,300 股，其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8,073,300 股；
（4）公司自然人
股东梁淑文通过普通股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通过东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5,198,280 股，其
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5,198,280 股；
（5）公司自然人股东汪晨虹通过普
通股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通过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747,800 股，其合计持有公司股
票 4,747,8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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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9年上半年，受外部大环境影响，国内市场经济增速放缓，家电行业市场新增需求有限，消费升级
换代成为产品研发的主导方向；随着新能源汽车补贴的大幅退坡，新能源汽车市场正摆脱政策依赖，由“政
策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变，公司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报告期内，受外部经济下行压力和企业流动资金紧张，以及新能源商用车行业季节性特征等因素影响，
公司白色家电业务、新能源商用车和零部件业务的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较上年同期均出现下滑，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104,414.53万元，同比下降40.7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639.45万元，同比下降
799.23%。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465,651.52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6.09%；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
105,000.95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8.34%。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经营目标主要开展了如下工作：
1、立足成都，加强汽车业务市场开拓力度
成都作为公司新能源汽车业务载体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植一客”）所在地，也
是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重要城市之一，公司高度重视成都商用车市场，一方面，继续推进中植一客“2.5
万辆新能源商用车建设项目”建设，另一方面，也在密切配合当地客户研制样车，为后续正式订单做着积
极的准备。今年8月，公司为成都市龙泉公交营运有限公司定制的20台“氢燃料公交示范线”氢燃料电池
公交车正式交付，此外，为成都市公共交通集团公司研发的纯电动公交车已进入样车交付运营阶段，以上
客户的合作为公司下半年业绩的发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巩固制冷管路龙头企业的地位，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
报告期内，面临家电行业景气度下降以及公司资金面紧张困难，公司向重点客户、重要产品和外贸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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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倾斜，积极优化产品和客户结构，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产品毛利率较去年同期得到提升，出口业务也实
现了增长；新产品开发成果显著，高端管材KST管实现批量化应用，扁式冷凝管、干衣机两器、窗机空调
蒸发器等新品完成市场推广应用，为后续家电板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梳理对外投资，着手优化和整合汽车零部件业务，改善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新能源汽车零配件业务经营业绩出现大幅下降，公司已着手对下属新能源汽车零部件
公司进行了系统和全面的梳理，下一步将推进优化和整合方案，加强应收账款的回收力度，改善其经营业
绩。另外，公司投资的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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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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