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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

均来源于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康盛股份”）

对外公布的《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

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向浙商证券提供的其他材料。浙

商证券对报告中所包含的相关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

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浙商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浙商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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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本次公司债券业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7 号文件核准。

发行人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4.3 亿元（含 4.3 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债券名称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公司债券”或“本

期债券”）。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 

12 康盛债，112095 

四、发行主体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五、债券期限 

本期公司债券为 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

售选择权）固定利率债券。 



 

六、发行规模 

本期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为 2 亿元。发行人分别于 2015 年 6 月 4 日、6 月 8

日和 6 月 9 日公告《关于“12 康盛债”票面利率调整及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

提示性公告》，发行人选择不上调票面利率，投资者可选择回售本期债券。根据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期债券的回售数量为

1,635,000 张，回售金额为 163,500,000.00 元。回售完成后，本期债券余额为

36,500,000.00 元。 

七、债券利率 

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为 7.80%。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的前

3 年固定不变。发行人分别于 2015 年 6 月 4 日、6 月 8 日和 6 月 9 日公告《关于

“12 康盛债”票面利率调整及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提示性公告》，发行人选择

不上调票面利率，即本期债券存续期的后 2 年的票面利率仍未 7.80%，并在债券

存续期后 2 年内固定不变。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八、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期公司债券按年计息，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

付。若投资者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利息和本金在 2015

年 7 月 5 日一起支付（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下同）。 

本期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本期债券的发行首日，即 2012 年 7 月 5 日。本期

债券的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次，即 2013 年至 2017 年间每年的 7 月 5 日为

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3 年至 2015 年每年的 7 月 5 日。本期公司债券到期日为 2017 年 7 月 5 日，



 

到期支付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本期债券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 1

交易日，到期本息的债权登记日为到期日前 6 个交易日。在债权登记日当日收市

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公司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上一计息年度的债券利息或本金。

本期公司债券的付息和本金兑付工作按照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九、担保方式 

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十、发行时信用级别 

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元资信”）综合评定，本期公司债

券发行时信用等级为 AA-，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十一、跟踪评级结果 

鹏元资信将在近期出具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详细情况敬请投资者关

注跟踪评级报告。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鹏元资信每年将至少出具一次正

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十二、债券受托管理人 

本期公司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章 发行人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系由陈汉康、陈伟志等 7 位自然人和杭州立元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浙江中大集团投资有限公司等 9 家法人股东以浙江康盛管业有限公

司截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7

年 6 月 29 日在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并取得注册号为

330000000000265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发行人股票已于 2010 年 6 月 1 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注册资本为

1,136,400,000.00 元，股份总数 1,136,400,000 股（每股面值 1 元），均为 A 股股

份。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582,791,724 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553,608,276 股。 

发行人属通用设备制造业，主要从事制冷管路及其配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和融资租赁业务。经营范围为：内螺纹

钢管、精密铜管、铝管、冷轧钢带、铜带、冰箱、冷柜、空调金属管路配件的加

工、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 

二、发行人 2016 年度经营情况 

（一）总体经营情况 

2016 年是中国“十三五”开局之年，在全球经济变局中，中国经济在新常态

背景下积极推动供给侧改革，解决产业结构性问题。一方面，加速去除产能过剩，

加快行业洗牌进程；另一方面，加速投资产能供给不足的行业，营造良好的外部

环境。与此同时，国家加快产业政策出台，调整宏观经济结构，为中国经济发展

创造更好的内部条件。 



 

2016 年发行人围绕“稳家电，强汽车”开展各项工作，践行稳健经营的家电

制冷主业发展策略，通过资源优化配置、集中管理等措施，保持了传统产业的市

场地位，稳定发展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业务和融资租赁业务，同时通过一系列的产

业投资和布局，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受益于空调、冰箱市场的略微回暖，发行人家电版块产销实现同比增长。材

料产销方面，制冷钢管基本持平，合金铝管和精密铜管增长明显；国内客户趋于

集中，国际市场整体企稳。 

发行人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板块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成都联腾动力控制技术

有限公司、合肥卡诺汽车空调有限公司、新动力电机（荆州）有限公司、浙江云

迪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经营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各子公司产销实现了同

比增长。 

发行人新并入企业富嘉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超额完成年度业绩目标。 

发行人参股氢燃料电池行业的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石墨烯新

能源材料领域的天津普兰纳米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参股电池管理系统（BMS）

研发生产企业东莞钜威动力技术有限公司等一系列投资，进一步补全公司在新能

源汽车核心零部件产业链战略版图，使公司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布局更加完善。 

（二）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1、分行业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分行业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制造业 244,175.56 199,247.69 18.40% 12.03% 10.24% 1.32% 

融资租赁业 36,481.77 18,657.79 48.86%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280,657.33 217,905.48 22.36% 28.77% 20.56% 5.28%  

2、分产品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分产品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制冷管路 70,137.29 60,236.12 14.12% 6.07% 4.58% 1.22% 

制冷配件 114,200.10 99,776.47 12.63% 2.50% 2.89% -0.33% 

新能源汽车部件 54,502.68 39,235.10 28.01% 45.14% 49.93% -2.30% 

融资租赁业务 36,481.77 18,657.79 48.86%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其他业务收入 5,335.49 - 100.00% 85.89% 不适用 - 

合计 280,657.33 217,905.48 22.36% 28.77% 20.56% 5.28% 

三、发行人 2016 年度财务情况 

根据发行人 2016 年年度报告，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合并财务报

表总资产为 730,687.08 万元，较 2015 年末增长 78.43%；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220,315.26 万元，较 2015 年末增长 9.28%。 

报告期内，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280,657.33 万元，同比增长 28.77%，经营基

本面积极向好。受前期合并三家新能源零部件企业以及融资租赁公司等因素影

响，2016 年度发行人营业利润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全年发行人实现营业利

润 24,145.06 万元，营业利润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081.48 万元，同比上涨 111.16%。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变动 

资产合计 730,687.08 409,518.77 78.43% 

负债合计 510,371.82 207,918.01 145.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

益合计 
207,474.22 192,113.59 8.00% 

所有者权益合计 220,315.26 201,600.76 9.28%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增减变动 

营业总收入 280,657.33 217,958.88 28.77% 

营业利润 24,145.06 6,321.16 281.97% 

利润总额 27,401.09 11,132.83 146.13% 

净利润 21,966.81 9,336.82 135.2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19,081.48 9,036.61 111.16%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增减变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3,015.19 -349.49 66,573.7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383.85 -77,746.68 -49.3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7,013.67 91,290.23 225.35% 

四、发行人资信情况 

（一）获得主要贷款银行的授信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共申请银行授信总额度 136,500 万元，授

信额度已使用 125,594 万元，剩余授信额度 10,906 万元。 

（二）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合并报表口径）累计对外担保（不包括

对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4,000 万元，占发行人合并报表所有者权益的比重为

6.35%，为对联营公司浙江千岛湖康盛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4,000

万元；对合并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8,000.00 万元。 



 

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7 号文批准，发行人获准发行

不超过人民币 4.3 亿元的公司债券。截至 2012 年 7 月 5 日，发行人首期 2 亿元

公司债券已全部发行完毕，其中网上发行数量为 0.24 亿元，占本期发行总量的

12.00%，网下发行数量为 1.76 亿元，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 88.00%。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净募集资金共 19,775.00

万元，已于 2012 年 7 月 12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发行人聘请的中汇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编号为中汇验

[2012]2260 号的验资报告。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发行人 2012 年 7 月 3 日公告的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

发行人拟用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全额补充流动资金，改善公司资金状

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材料，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按照募集说明书中的约定

使用完毕。 



 

第四章 本期公司债券担保人资信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于 2012 年 7 月 5 日正式发行，2016 年度内，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第六章 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于 2012 年 7 月 5 日正式起息，2016 年 7 月 5 日，发行人已按

时足额支付第四年度利息。 



 

第七章 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 

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将在近期出具本期债

券的跟踪评级报告，详细情况敬请投资者关注跟踪评级报告。 

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每年将至少出具一次正

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第八章 发行人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变动情况 

2016 年 6 月 8 日，发行人披露了《关于董事、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发

行人原董事会秘书鲁旭波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2016 年 8 月 22

日，经发行人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发行人聘任毛泽璋先生为公司

董事会秘书。2016 年度内，发行人证券事务代表为王丽娜女士，未发生变更。 



 

第九章 其他情况 

一、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2016 年度，发行人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

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二、相关当事人 

2016 年度，本期公司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未发生变动。 

三、重大事项 

2016 年度，发行人子公司富嘉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以融资租

赁收益权转让并到期回购方式向关联方拆入资金，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拆

入资金余额为 309,180 万元，导致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

20%情形。因发行人相关人员对《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条款没

有完全、充分的理解，对于融资租赁收益权转让并到期回购的融资是否属于借款

理解不到位，以致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 20%时，未按照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 45 条第 5 款规定及时进行披露。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 2017 年度向关联方拆

入资金预计的公告》。2017 年 1 月 5 日，发行人收到了深交所的问询函。2017 年

1 月 12 日，发行人对问询内容进行了回复并予以公告，其中对富嘉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2016 年度的借款情况进行了详细披露（具体详见发行人于 2017 年 1 月

12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融资事项的补充说



 

明》和《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的问询函的回复公

告》）。 

针对公司债券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的问题，发行人组织相关人员对公司债券相

关法律法规进行培训和学习讨论，强化了对公司债券信息披露相关要求的认识和

理解。并且从 2017 年 1 月开始，发行人指定专人在每月月初统计上月末的累计

新增借款和对外担保等情况，并承诺：如发生累计新增借款余额或对外担保余额

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 20%等法律法规规定及《受托管理协议》约定的重大事项，

将会及时通知受托管理人并在规定期限内及时进行披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