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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6 年年度报告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对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7】

第 148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问询函》的来函要点，经公司自

查和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现

对问询事项答复公告如下： 

1、你公司 2016 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8.77%，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111.16%。请结合你公司生产经营

环境、订单结算情况、产品价格变动、期间费用等，说明本年度净利润增长幅

度与营业收入增长幅度不匹配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

意见。 

回复： 

公司 2016 年营业收入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比较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变动额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280,657.33 217,958.88 62,698.45 28.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9,081.48 9,036.61 10,044.87 111.16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幅度大于营业收入增长幅度主要系

公司 2015 年 12 月 31 日以 67,500.00 万元取得富嘉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富嘉租赁公司”）75%的股权，新增的融资租赁相关业务产生了较高的利润。

2016年公司融资租赁相关业务财务信息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富嘉租赁公司 

2016 年度 

合并报表中 

体现金额 
公司 2016年度 

融资租赁相关业

务占比(%) 

营业收入 36,481.77 36,481.77 280,657.33 13.00 

营业成本 18,657.79 18,657.79 222,046.40 8.40 

期间费用 2,615.02 2,615.02 29,288.24 8.93 

净利润 11,643.42 8,732.57 19,081.48 45.76 

净利率(%) 31.92  6.80  

由上表可知，公司新增的融资租赁相关业务 2016 年营业收入 36,481.77 万

元，占公司营业收入总额比例为 13.00%，净利润为 8,732.57 万元，占公司净利

润总额比例为 45.76%。公司 2016 年整体净利率为 6.80%，而融资租赁相关业务

净利率为 31.92%，公司新增融资租赁相关业务收入，使得净利润及净利率大幅

增加。 

将公司 2016 年新增融资租赁相关业务的财务数据扣除，与上年同期比较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 年度 
2016 年度扣除融资租

赁相关业务后金额 
2015 年度 变动额 

变动比

例(%) 

营业收入 280,657.33 244,175.56 217,958.88 26,216.68 12.03 

营业成本 222,046.40 203,388.61 182,964.70 20,423.91 11.16 

期间费用 29,288.24 26,673.22 24,242.89 2,430.33 10.02 

净利润 19,081.48 10,348.91 9,036.61 1,312.30 14.52 

经核查，公司年审会计师认为公司 2016 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幅度与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匹配不一致，主要系公司 2016 年新

增融资租赁相关业务净利润较高所致。扣除该业务相关财务数据后与上年同期进

行比较，公司 2016 年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期间费用以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同比增长幅度基本匹配。 

2、报告期内，你公司第一到第四季度净利润分别为 2,338万元、9,028万元、

3,820 万元、3,895 万元，各季度的净利润差异较大。请结合近三年各季度业绩

情况，说明公司业务是否具有季节性特点、公司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以及对于



2016 年各季度收入确认是否采用了一致的会计政策、是否存在错配情形。请你

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公司近三年各季度业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合计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41,000.56 56,510.45 49,221.01 39,718.46 186,450.48 

营业成本 35,738.71 49,311.35 43,312.57 34,452.69 162,815.32 

净利润 -701.70 -622.34 -623.10 -1,090.32 -3,037.46 

2015年度 

营业收入 48,623.35 59,142.17 47,003.18 63,190.18 217,958.88 

营业成本 41,543.43 49,771.66 39,693.82 51,955.79 182,964.70 

净利润 1,198.15 2,225.68 3,338.46 2,274.32 9,036.61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51,568.65 76,411.43 71,958.90 80,718.35 280,657.33 

营业成本 42,068.71 57,371.77 58,986.91 63,619.01 222,046.40 

净利润 2,338.86 9,027.98 3,819.73 3,894.91 19,081.48 

    近三年的横向比较，公司 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整体业绩较 2014 年度有较

大幅度提高主要系 2015 年度公司分别以 48,000.00 万元和 67,500.00 万元取得

新能源汽车部件三家公司（成都联腾动力控制技术有限公司、新动力电机（荆州）

有限公司和合肥卡诺汽车空调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以及富嘉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75%的股权，拓宽了公司业务范围，为公司净利润带来了较大的改善。从同年各

季度之间经营比较，公司 2014 年度和 2015年度的同年各季度之间经营情况较为

平稳，2016年度各季度之间差异较大，进行以下分析。 

2.公司 2016年度分季度分业务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制冷管路及配件 新能源汽车部件 融资租赁相关业务 

营业收入 
占比

（%） 
净利润 营业收入 

占比

（%） 
净利润 营业收入 

占比

（%） 
净利润 

第一季度 43,208.65 83.79 786.96 5,966.58 11.57 841.28 2,393.42 4.64 710.62 

第二季度 48,972.04 64.09 1,865.45 17,318.61 22.66 2,476.84 10,120.77 13.25 4,685.70 

第三季度 43,856.83 60.95 4.62 17,287.36 24.02 1,834.45 10,814.71 15.03 1,980.66 



第四季度 46,197.31 69.32 655.23 10,196.45 16.03 1,884.09 7,225.24 11.35 1,355.59 

合计 182,234.83 69.14 3,312.26 50,769.00 19.26 7,036.66 30,554.14 11.59 8,732.57 

毛利率

（%） 
13.30 28.25 48.86 

    从上表看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的净利润较其他季度较低主要系制冷管路及

配件的毛利率较低，而该类业务在第一季度中的销售占比较高达 83.79%，从而

拉低了一季度整体的净利润。公司 2016年第二季度的净利润为 9,027.98万，为

四个季度最高，其明显高于其他季度主要原因系：1）公司 2016 年第二季度融资

租赁相关业务的新增订单较多，相应收取融资租赁相关业务咨询费较大，产生净

利润较其他季度高；2）公司从二季度末债务融资金额增加明显，导致财务费用

支出从第二季度的 1,252.91 万元增加至第三季度的 1,719.04 万元和第四季度

的 1,931.97 万元；3）公司制冷管路及配件业务的主要原材料为钢材，而 2016

年钢材原材料价格为先降后升，从第二季度的价格回落到第三、四季度的有所回

升，进而产品单位成本相应从低到高。 

    3. 公司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 

    公司主要销售制冷管路及配件与新能源汽车部件等产品以及提供融资租赁

相关业务，具体的收入确认条件如下： 

(1) 制冷管路及配件与新能源汽车部件等产品的的销售分为境内销售和境外

外销。内销产品收入分类别确认条件如下：1)制冷管路及配件:公司已根据合同

约定将产品交付给购货方，且产品销售收入金额已确定，已经收回货款或取得了

收款凭证且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产品相关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2)

新能源汽车部件:公司已根据合同约定将产品交付给购货方，且产品销售收入金

额已确定，已经取得了双方签字盖章的安装确认单等相关凭证且相关的经济利益

很可能流入，产品相关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外销产品收入确认需满足以下条

件：公司已根据合同约定将产品报关、离港，取得提单，且产品销售收入金额已

确定，已经收回货款或取得了收款凭证且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产品相关

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2) 融资租赁相关业务的确认条件如下：公司为出租人时，在租赁期开始日，

公司以租赁开始日最低租赁收款额与初始直接费用之和作为应收融资租赁款的

入账价值，同时记录未担保余值；将最低租赁收款额、初始直接费用及未担保余



值之和与其现值之和的差额确认为未实现融资收益。在租赁期各个期间，采用实

际利率法计算确认当期的融资收入。 

公司年审会计师对公司 2016 年度销售收入确认情况进行了核查，认为公司

业务不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点，2016 年第二季度净利润较高主要系该季度新增

订单较多，相应实现的收入较大所致。公司 2016 年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相关规定且各季度之间采用的会计政策相同，不存在错配情况。 

3、报告期内，你公司发生资产减值损失 4,712 万元，同比增加 97%，请结

合资产减值损失的子科目详细说明资产减值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资

产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1. 公司 2016年资产减值损失与上年同期比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变动额 变动比例(%) 

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2,867.68 1,827.67 1,040.01 56.90 

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24.10 -113.92 138.02 -121.15 

一年内到期的应收融

资租赁款坏账损失 
1,168.75  1,168.75  

存货跌价损失 651.13 682.25 -31.12 -4.56 

合计 4,711.66 2,396.00 2,315.66 96.65 

由上表可知，公司 2016年资产减值损失 4,711.66万元，同比增加 96.65%，

主要系应收账款大幅增加和控股子公司富嘉租赁公司的一年内到期的应收融资

租赁款坏账损失的计提增加所致。 

2. 公司 2016 年及上年同期应收账款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情况如

下： 

(1) 2016年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余额 坏账计提比例(%) 期末坏账准备金额 

1 年以内 104,949.58 5.00 5,247.48 

1-2 年 6,713.65 10.00 671.36 

2-3 年 498.68 40.00 199.47 

3 年以上 785.66 60.00 471.40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

项计提坏账准备 
673.36 100.00 673.36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

项计提坏账准备 
750.00 0.00  

合计 114,370.93  7,263.07 

    公司 2016 年期初应收账款坏账准备金额为 4,504.01 万元，2016 年核销应

收账款金额为 108.61万元，计提应收账款坏账金额为 2,867.68 万元。 

(2) 2015年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余额 坏账计提比例(%) 期末坏账准备金额 

1 年以内 67,002.06 5.00 3,350.10 

1-2 年 1,572.26 10.00 157.23 

2-3 年 321.89 40.00 128.76 

3 年以上 751.86 60.00 451.12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416.80 100.00 416.80 

合 计 70,064.88  4,504.01 

公司 2015 年期初应收账款坏账准备金额为 2,660.99 万元，2015 年计提应

收账款坏账金额为 1,843.02万元。 

3. 公司 2016 年及上年同期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采用风险等级分类法

计提坏账准备情况 

公司 2016 年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一年内到期的应收融资租赁款）采

用风险等级分类法计提坏账准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余额 坏账计提比例(%) 期末坏账准备金额 

正常类 76,832.88  0.00  

次级类 5,087.29 25.00 1,271.82 

小  计 81,920.17  1,271.82 

公司 2016 年期初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坏账准备金额为 103.08 万元，

2016 年计提坏账准备金额为 1,168.74 万元，而公司 2015 年 12 月 31 日非同一

控制下合并了富嘉租赁公司，无相应计入资产减值损失的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资产

坏账准备。 



公司年审会计师认为公司 2016 年资产减值损失大幅增加主要系应收账款大

幅增加和控股子公司富嘉租赁公司的一年内到期的应收融资租赁款坏账损失的

计提增加所致，坏账准备计提充分、合理。 

4、报告期内，你公司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为 4,456 万元，请补充披露

上述政府补助发生的原因、确认条件和依据，并请说明上述政府补助款项是否

已按《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相关规定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公司 2016年度政府补助发生原因、确认条件、确认依据列示如下： 

                                                                 单位：元 

补助发生原因 金额 确认条件 确认依据 

表彰企业转型升级 21,989,838.75 与收益相关 
浙江淳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关于给予浙江

康盛股份有限公司工业企业转型升级奖励的通知》 

财政扶持奖励 7,622,426.76 与收益相关 南通市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投资协议》 

表彰企业促进就业困难

人员就业和稳定就业 
3,527,213.82 与收益相关 

成都市就业服务管理局 《关于印发<第一批 16 家

通过认定的就业援助及地点用人单位名单>的通

知》成就发〔2014〕47号文 

彩钢棚专项整治奖励 976,000.00 与收益相关 

浙江淳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和淳安县青溪新

城建设管理委员会 《关于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彩钢棚专项整治补助的通知》 

促进和扶持外贸企业的

发展 
823,000.00 与收益相关 

淳安县财政局和淳安县商务局 《关于下达 2015年

度外经贸企业财政资助奖励资金的通知》淳财企

〔2016〕465号文 

表彰企业重大科技创新 750,000.00 与收益相关 

淳安县财政局、淳安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 

《关于下拨杭州市科技项目补助经费的通知（2016

年第一批）》 淳财行〔2016〕26号文 

科技创新驱动产业的奖

励 
500,000.00 与收益相关 

淳安县财政局和淳安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

《关于下达 2015 年度淳安县企业研发投入财政补

助资金的通知》 淳财行〔2016〕767号文 

搬迁厂房承租企业补偿

金 
479,894.20 与收益相关 《遵龙大道建设项目企业征收搬迁补偿协议》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奖

励 
400,000.00 与收益相关 

合肥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 2016年度“专

精特新”小微企业政策资金项目补助的公示》 

扶持生态工业企业的发

展 
370,700.00 与收益相关 

淳安县财政局、淳安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和

淳安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关于下达 2015 年县生

态工业项目财政奖励资金的通知》 淳财企〔2016〕

288号文 



表彰企业科技技术创新 340,000.00 与收益相关 

淳安县财政局、淳安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

淳安县发展和改革局和淳安县农业和农村工作办

公室  《关于下达 2014 年度县财政配套资助奖励

项目资金的通知》 淳财企〔2016〕13号文 

企业招用残疾人就业奖

励 
231,217.80 与收益相关 

淳安县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促进我县社会福利

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淳政发〔2008〕20号文和

淳政发〔2010〕19号文 

新认定为省级高新技术

企业研究开发中心的表

彰 

200,000.00 与收益相关 

淳安县财政局和淳安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

《关于下达 2015 年度企业科技项目财政配套奖励

资金的通知》 淳财行〔2016〕516号文 

表彰 2015 年度新增上规

模企业 
200,000.00 与收益相关 

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和成都市财政局《关于

组织开展 2015 年成都市新上规企业和规模企业上

台阶奖励申报工作的通知》成经信财〔2016〕33

号文；成都市财政局和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拨付 2015 年度成都市新增上规模企业奖励

资金的通知》成财企〔2016〕95号文 

环境保护项目实施情况

表彰 
200,000.00 与收益相关 

江苏省财政厅和江苏省环境保护厅 《关于下达

2014 年度省级环境保护引导资金市县切块指标的

通知》 苏财建〔2014〕118号文 

科技创新知识产权奖励  200,000.00 与收益相关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局和合肥经济技术开发

区财政局 《关于 2015年促进科技创新政策拟兑现

资金明细表的公示》 

表彰 2015 年度“工业企

业转型升级年”先进企业  
200,000.00 与收益相关 

中共睢宁县委睢宁县人民政府 《关于表彰 2015年

度 工业企业转型升级年先进企业的决定》睢发

〔2016〕33号 

自主创新研发项目奖励  200,000.00 与收益相关 

合肥市科学技术局和合肥市知识产权局 《关于

2016年 11月份合肥市自主创新政策事后奖补等项

目兑现情况的公示》 

表彰生态工业经济考评

典型企业 
192,959.83 与收益相关 

浙江淳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 2015 年度

促进生态工业经济考评典型企业的通报》淳经开

〔2016〕40 号文和浙江淳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关于 2015 年度促进生态工业经济考评典型企

业的通报》淳经开〔2016〕40号文 

高污染锅炉改造升级奖

励 
150,000.00 与收益相关 

淳安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和淳安县财政局

《关于下拨 2015 年第二批高污染燃料小锅炉淘汰

改造补助资金的通知》淳经科〔2016〕4号文 

新能源车用空调扶持奖

励 
130,000.00 与收益相关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经贸发展局和合肥经济技术

开发区财政局 《2015年度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促

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政策实施细则》 合经区经

（2016）16号文 

企业开展创新券项目表

彰 
113,233.50 与收益相关 

淳安县财政局和淳安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

《关于下达 2015 年度企业创新券合作项目财政奖

励资金的通知》和《关于下达 2016 年度第一批企

业创新券项目财政补助资金的通知》 淳财行



〔2015〕786号和淳财行〔2016〕389号文  

新认定为省级高新技术

企业研究开发中心奖励 
100,000.00 与收益相关 

荆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促进工业经济稳增

长的意见》荆政发〔2015〕19号文 

企业品牌建设奖励 100,000.00 与收益相关 
淳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品

牌建设的实施意见》 淳政办发〔2015〕57号文 

表彰 2015 年度生态工业

考核发展典型企业 
100,000.00 与收益相关 

浙江淳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关于 2015年度

生态工业考核发展典型的通报》 淳经开〔2016〕

39号文 

表彰企业稳岗就业 97,411.20 与收益相关 
成都市就业服务管理局 《关于市本级企业申报

2016年稳岗补贴的通知》 成就发〔2016〕85号文 

培养技能人才奖励  71,760.00  与收益相关 
合肥市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加强技能人才工作

的意见》 合政〔2014〕124号文 

用水企业水平衡测试及

节水改造奖励 
 60,965.00  与收益相关 

淳安县财政局和淳安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

《关于拨付 2015 年淳安县重点用水企业水平衡测

试及节水改造补助资金的通知》 淳财建〔2016〕

336号文 

2016 年度企业创新券项

目表彰 
 56,500.00  与收益相关 

淳安县财政局和淳安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

《关于下达 2016 年度第一批企业创新券项目财政

补助资金的通知》淳财发〔2016〕389号文 

外贸出口奖励  50,000.00  与收益相关 

淳安县财政局和淳安县商务局 《关于下达 2015年

度省市商务促进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 淳财企

〔2016〕137号文 

企业研发测试奖励  45,000.00  与收益相关 

湖北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促进会 《关于 2015年度

湖北省企业研发测试费用核查情况的函》 鄂高促

〔2016〕004号文 

表彰企业稳岗就业 41,160.40 与收益相关 

淳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转发浙江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浙江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

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岗位有关问题的通知》淳人

社〔2015〕80号文 

节能与工业循环项目奖

励 
40,000.00 与收益相关 

淳安县财政局和淳安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

《关于下达 2016 年浙江省节能与工业循环项目专

项资金的通知》 淳财企〔2016〕714号文 

安排残疾人就业  33,248.00  与收益相关 

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和江

苏省残疾人联合会 《关于印发江苏省用人单位按

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补贴和超比例奖励办法（试

行）的通知》 苏残发〔2013〕78号文 

加强经济开发区“两新”

组织党建工作 
 31,804.00  与收益相关 

中共浙江淳安经济开发区工作委员会 《关于印发<

经济开发区“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经费管理使用办

法>的通知》 淳经工开委〔2016〕3号文 

专利授予和申请奖励 30,000.00 与收益相关 

荆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支

持工业经济发展的意见》 荆开管发〔2016〕3 号

文 

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发展  30,074.00  与收益相关 淳安县财政局和淳安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



的奖励 《下达 2016 年度第二批企业创新券项目财政资助

资金的通知》 淳财行〔2016〕699号文 

科技进步奖励 30,000.00 与收益相关 

杭州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和杭州市财政局 《关于下

达 2016年杭州市科技进步奖奖励经费的通知》 杭

科计〔2016〕129号和杭财教会〔2016〕95号文 

2015 年度十佳纳税企业

表彰 
 30,000.00  与收益相关 

中共六安市集中示范园区工委和六安市集中示范

园区管委 《关于 2015年度重点工作考评结果的通

报》 六集工〔2016〕5号文 

2015 年度招商引资和项

目建设业绩突出 
 30,000.00  与收益相关 

浙江淳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和淳安县青溪新

城建设管理委员会 《关于表彰 2015年度产业招商

和项目建设业绩突出单位(个人)的决定》 淳经开

〔2016〕28号文 

企业招用残疾人就业奖

励 
 26,109.60  与收益相关 

淳安县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促进我县社会福利

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淳政发〔2010〕19号文 

专利授予和申请奖励 25,500.00 与收益相关 

淳安县财政局和淳安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

《关于下拨 2016 年度第一批市级专利资助经费的

通知》和《关于下拨 2016 年度淳安县专利资助经

费的通知》  淳财行〔2016〕678号和淳财行〔2016〕

700号文 

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

贴 
 21,663.00  与收益相关 

淳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淳安县财政局 

《失业保险基金用于促进就业政策》 

专利授予和申请奖励 20,000.00 与收益相关 成都市科学技术局 《成都市专利资助管理办法》 

新进规模企业奖励  20,000.00  与收益相关 
荆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促进工业经济稳增

长的意见》 荆政发〔2015〕19号文 

稳岗就业奖励  9,000.00  与收益相关 

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贯彻落实<合

肥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当好全

省“三个排头兵”的若干意见>有关问题的通知》

合人社秘〔2016〕194号文 

表彰企业稳岗就业 8,171.33 与收益相关 

金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金安区财政局 

《关于 2016 年金安区稳岗补贴申报有关事项的通

知》 

车辆提前报废补偿 8,030.00 与收益相关 河南新乡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2015 年度安全生产绩效

考核先进表彰 
7,800.00 与收益相关 

浙江淳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关于表彰 2015

年安全生产绩效考核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淳经开〔2016〕45号文 

先进基层党组织  2,000.00  与收益相关 

中共浙江淳安经济开发区工作委员会和中共淳安

县青溪新城工作委员会 《关于表彰 2015年度先进

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的决定》 淳经开工委

〔2016〕17号文 

样本企业失业动态监测

资助 
 1,200.00  与收益相关 

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成都市财政局 

《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业动态监测工作的通知》 成

人社发〔2016〕15号文 



递延收益转入 3,636,650.31 与收益相关  

合计 44,560,531.50   

报告期内，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中达到信息披露标准的仅有一项：2016 年

12 月，公司收到浙江淳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给予公司工业企业转型升级奖

励 2,198.98 万元。该补助事项公司已按规定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收到政府奖励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100），

其他未达到披露标准的政府补助均已在年报中列示。 

公司年审会计师查看并核对了政府补助的补助文件、银行回单、记账凭证，

同时查看了公司关于收到政府补助信息披露公告，认为公司政府补助款项均已按

《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5、根据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出具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

专项审计说明》，朗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存在往来款期末余额 112.07

万元，形成非经营性资金往来，请补充说明上述资金占用产生的具体原因、性

质、占用资金日最高余额、占用总金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并请说明上述资金占用是否属于向相关方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并请说

明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

意见。 

回复： 

公司与朗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形成的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资金占用

方名称 

期末

余额 
具体原因 性质 

占用资

金日最

高余额 

占用总金

额 

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比例 

是否属于

向相关方

提供财务

资助 

是否履行

审批程序

和信息披

露义务 

北京恒天

财富投资

管理有限

公司 

76.98 

系富嘉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向北京恒天

财富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借款所支付的

利息费用。 

融资顾

问费支

出 

218.49  218.49  0.11% 不属于 是 



朗博集团

有限公司 
35.09 

系本公司受让朗博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的富嘉租赁有限公

司股权而为其垫付

的股权转让印花税。 

股权转

让代缴

印花税 

35.09   35.09  0.02% 不属于 是 

经自查，我们认为上述资金占用不属于向相关方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上述

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情况如下：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 2016

年度向关联方拆借资金预计的议案》；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16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控股子公司 2016 年度向关联方拆入

资金预计的议案》；公司向朗博集团有限公司收购富嘉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75%股

权时，因时效性问题，公司董事长决定由富嘉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为朗博集团有限

公司垫付股权转让印花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18 日披露的《关于

控股子公司 2016 年度向关联方拆借资金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30），

于 2016 年 7 月 2 日披露的《关于调整控股子公司 2016 年度向关联方拆入资金预

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53）及定期报告披露。 

公司年审会计师认为上述资金占用不属于向相关方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并

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6、你公司控股股东陈汉康直接和间接（通过浙江润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股份 325,135,63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61%，截至 2017 年 3 月 24

日，陈汉康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请补

充披露以下内容： 

（1）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你公司股份所获融资款项的主要用途，

被质押的股份是否存在平仓风险以及针对平仓风险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2）除上述质押股份外，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你公司股份是否

还存在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形，如存在，请说明具体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3）你公司在保持独立性、防范大股东违规资金占用等方面采取的内部控

制措施。 

回复： 



（1）公司控股股东陈汉康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浙江润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质押康盛股份股票融资的资金主要用于中植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的资金周转及

经营投入。陈汉康先生信用状况良好，相关企业运营稳健，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

能力，现阶段未出现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若未来股价下跌至平仓线，陈汉康先生将根据质权人要求及时采取追加保证金、

补充质押物或提前还款等措施解决。 

（2）除上述质押股份外，公司控股股东陈汉康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

公司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形。公司将持续关注陈汉康先生及其一致行动

人持有的股份权益变动情况及潜在处置风险情况，并及时履行公告义务。 

（3）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不断完善

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内部控制体系，规范公司运作，在经营、业务、人员、资产、

财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完全分开，保持了公司

的独立性。 

    为防止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

定了《防止大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财务部每月对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情况进行审查，由公司审计

部对经营活动及内部控制执行情况践行监督和检查，确保内部控制制度的贯彻实

施和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有效维护了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 

    7、报告期内，你公司通过股权收购取得浙江云迪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51%的

股权，请补充披露上述收购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方、定价情况等），

并说明上述收购是否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公司于 2016 年 2 月以现金出资方式向余泽仙女士购买浙江云迪电气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云迪公司”）51%的股权。云迪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1,000 万

元，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电机控制器及整车控制器；销售机电产品、机械设备；

电动汽车动力总成控制系统的科技研发及技术服务。根据云迪公司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资产情况，本次股权转让受让价格为每 1 元出资额 1 元人民币，

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510 万元。 



云迪公司本次股权转让金额较小，根据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

关规定，由董事长出具了决定书对该事项作出批准，该交易事项未达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关于交易的披露标准。 

8、你公司报告期末的委托贷款余额为 3.5 亿元，期末应收委托贷款利息为

647 万元，请说明公司的对外委托贷款是否已按《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相关规定履行了审议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公司

在第五节“十七、重大合同及其履行情况”对应部分披露不存在委托贷款的情

况，请公司核实是否存在错漏之处，如有，请补充更正。 

    回复： 

    公司的委托贷款均为控股子公司富嘉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发生。富嘉租赁公司

主营融资租赁业务，作为一种类金融机构，其主要通过机器设备或不动产等作为

标的物，开展直租或售后回租业务，为企业解决融资问题，同时需要企业提供实

物抵押等强有力的增信措施。但在真正办理实物抵押过程中，当地国土部门或房

管局不允许实物资产抵押给非金融机构，故其只能重新设计融资方案，通过委托

贷款形式将实物资产抵押给委贷银行形式进行放款。另外，富嘉租赁公司在拓展

业务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非常优质的客户没有合适的标的物设计成融资租赁

形式，只能设计成委托贷款形式进行放款。 

    自 2016 年 5 月 1 日实施全面营改增之后，在财税 2016（36）号文中，也把

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归类为贷款业务，按照贷款业务增收增值税，融资租赁已并非

传统租赁业务，所以公司把融资租赁开展的委托贷款业务作为正常的经营业务，

按重大合同的要求对其进行审批。目前富嘉租赁公司发生的单笔委托贷款业务均

达不到重大合同的披露标准，故未在 2016 年度报告第五节“十七、重大合同及

其履行情况”中披露。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1、 你公司2016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8.77%，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111.16%。请结合你公司生产经营环境、订单结算情况、产品价格变动、期间费用等，说明本年度净利润增长幅度与营业收入增长幅度不匹配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2、 报告期内，你公司第一到第四季度净利润分别为2,338万元、9,028万元、3,820万元、3,895万元，各季度的净利润差异较大。请结合近三年各季度业绩情况，说明公司业务是否具有季节性特点、公司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以及对于2016年各季度收入确认是否采用了一致的会计政策、是否存在错配情形。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3、 报告期内，你公司发生资产减值损失4,712万元，同比增加97%，请结合资产减值损失的子科目详细说明资产减值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4、 报告期内，你公司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为4,456万元，请补充披露上述政府补助发生的原因、确认条件和依据，并请说明上述政府补助款项是否已按《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5、 根据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出具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审计说明》，朗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存在往来款期末余额112.07万元，形成非经营性资金往来，请补充说明上述资金占用产生的具体原因、性质、占用资金日最高余额、占用总金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并请说明上述资金占用是否属于向相关方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并请说明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6、你公司控股股东陈汉康直接和间接（通过浙江润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325,135,63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61%，截至2017年3月24日，陈汉康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00%，请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1）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你公司股份所获融资款项的主要用途，被质押的股份是否存在平仓风险以及针对平仓风险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2）除上述质押股份外，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你公司股份是否还存在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形，如存在，请说明具体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你公司在保持独立性、防范大股东违规资金占用等方面采取的内部控制措施。
	回复：
	（1） 公司控股股东陈汉康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浙江润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质押康盛股份股票融资的资金主要用于中植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的资金周转及经营投入。陈汉康先生信用状况良好，相关企业运营稳健，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现阶段未出现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若未来股价下跌至平仓线，陈汉康先生将根据质权人要求及时采取追加保证金、补充质押物或提前还款等措施解决。
	（2） 除上述质押股份外，公司控股股东陈汉康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形。公司将持续关注陈汉康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股份权益变动情况及潜在处置风险情况，并及时履行公告义务。
	（3）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内部控制体系，规范公司运作，在经营、业务、人员、资产、财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完全分开，保持了公司的独立性。
	为防止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了《防止大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财务部每月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情况进行审查，由公司审计部对经营活动及内部控制执行情况践行监督和检查，确保内部控制制度的贯彻实施和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有效维护了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
	7、报告期内，你公司通过股权收购取得浙江云迪电气科技有限公司51%的股权，请补充披露上述收购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方、定价情况等），并说明上述收购是否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公司于2016年2月以现金出资方式向余泽仙女士购买浙江云迪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迪公司”）51%的股权。云迪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电机控制器及整车控制器；销售机电产品、机械设备；电动汽车动力总成控制系统的科技研发及技术服务。根据云迪公司截至2015年12月31日的净资产情况，本次股权转让受让价格为每1元出资额1元人民币，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510万元。
	云迪公司本次股权转让金额较小，根据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由董事长出具了决定书对该事项作出批准，该交易事项未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关于交易的披露标准。
	8、你公司报告期末的委托贷款余额为3.5亿元，期末应收委托贷款利息为647万元，请说明公司的对外委托贷款是否已按《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相关规定履行了审议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公司在第五节“十七、重大合同及其履行情况”对应部分披露不存在委托贷款的情况，请公司核实是否存在错漏之处，如有，请补充更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