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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12                               证券简称：凯恩股份                  公告编号：2019-020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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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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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67,625,47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05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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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恩股份 股票代码 0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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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照宇 易国华 

办公地址 浙江省遂昌县凯恩路 1008 号 浙江省遂昌县凯恩路 1008 号 

电话 0578-8128682 0578-8128682 

电子信箱 kanyzy@qq.com kanygh@vip.qq.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本公司主要生产工业配套用纸、特种食品包装用纸、过滤纸等特种纸。公司所属行业是轻工业中造纸行业的特种纸行业。特

种纸行业是国家鼓励发展的行业，在国际、国内基本遵循市场化的发展模式。美国、日本及欧洲发达国家的特种纸企业发展

迅速，开发出一系列高附加值特种纸，其中日本的特种纸生产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目前我国特种纸的生产也有了长足的

进步，在一些品种方面已经逐步取代国外产品占据国内市场的主导地位，但从整体水平上来说，我国特种纸行业的整体技术

水平与日本等技术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有些产品尚不能自行生产，或因生产能力不足需要大量进口。从世界范围来

看，随着科学进步及造纸工业的发展，特种纸在国防军事、电子、科研等领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特种纸的生产在造纸

行业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它不仅是造纸行业中最有发展活力的领域，而且还是各发达国家极力占领的产业制高点，具有

良好的市场前景和重要的战略地位。 

本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在电气用纸和特殊长纤维纸领域已形成了独有的核心技术，拥有独特的技术理论、产品配方和

生产工艺。公司主打产品为电解电容器纸，技术含量高、稳定性强，公司是国内唯一能够系列化生产电解电容器纸的企业，

是国内重要的电子元件材料生产配套企业，下游企业对产品必须进行长时间严格验证后方能使用。目前，公司在全球电气用

纸的市场占有率名列前茅，也是品种最齐全的具有一定规模优势的企业之一。公司同时负责全国造纸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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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技术用纸和纸板分技术委员会的工作，先后主持制定了包括公司主导产品在内的十几项国家或行业标准。 

控股子公司凯丰新材专注于高端烟用接装原纸、不锈钢垫纸产品和食品纸的研发，公司以市场为导向，通过自主研发形成了

多项核心技术，在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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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1,128,316,972.18 1,028,390,122.63 9.72% 942,570,194.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807,907.93 30,614,646.48 -18.97% 8,689,14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964,817.52 9,231,462.09 29.61% 1,845,648.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492,200.61 65,493,202.43 -16.80% 89,602,950.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7 -28.57% 0.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7 -28.57% 0.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3% 2.55% -0.52% 0.73%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862,613,160.96 1,777,385,356.41 4.80% 1,748,609,04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35,198,438.75 1,210,138,764.52 2.07% 1,188,803,214.8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64,738,731.61 277,521,307.12 288,050,418.63 298,006,514.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63,804.27 4,800,570.20 8,253,750.15 6,289,78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26,190.90 3,070,247.04 5,722,939.18 -1,054,559.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789,773.66 51,912,083.08 8,979,603.42 34,390,28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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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4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3,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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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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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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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59% 82,238,392 0 

质押 67,800,000 

冻结 82,238,392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4.12% 19,282,700 0   

周奇平 境内自然人 1.00% 4,680,090 0   

王敏雪 境内自然人 0.90% 4,220,300 0   

李美萍 境内自然人 0.68% 3,201,700 0   

王玉香 境内自然人 0.67% 3,120,100 0   

江玉明 境内自然人 0.57% 2,680,900 0   

浙江朱雀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4% 2,534,800 0   

华宝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华

宝丰进"31 号单

一资金信托 

其他 0.50% 2,334,800 0   

华宝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华

宝丰进"35 号单

一资金信托 

其他 0.48% 2,265,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凯恩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报告期末，李美萍共持有公司股份 3,201,700 股，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0,800 股，通过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160,900 股；王玉香共持有公司股份

3,120,100 股，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23,500 股，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996,600 股；浙江朱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持有公司股份

2,534,800 股，全部通过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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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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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公司面临了较大的内外部压力，一方面人工成本、原材料价格上涨及产品结构的调整转型，使经营成本攀升；另一

方面受到了国际形势的一定影响。面对压力和困难，公司全体员工在公司董事会的领导下，团结协作，攻坚克难，应对挑战，

紧紧围绕市场提质扩量、降本增效，狠抓内部考核落实等措施来开展工作。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12,831.7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9.72%；实现营业利润4,423.23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20%；实现利润总额4,155.57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7.1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480.79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8.97%。由于2017年转让浙江凯恩电池有限公司股

权产生了1,240.91万元的收益，公司2018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虽然有所下降，但扣非后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2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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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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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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配套用纸 520,472,375.91 359,270,296.91 30.97% 6.93% 7.09% -0.10% 

特种食品包装用

纸 
224,517,624.38 167,760,878.40 25.28% 7.82% 12.58% -3.16% 

过滤纸 101,767,100.66 93,008,430.90 8.61% -27.94% -27.9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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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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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及其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

的要求编制 2018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7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单位：元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271,758,235.86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65,435,518.94 

应收账款 193,677,283.08 

在建工程 1,545,677.75 
在建工程 5,973,050.87 

工程物资 4,427,373.12 

应付票据 44,059,246.1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30,956,863.00 

应付账款 86,897,616.89 

应付利息 400,459.57 
其他应付款 28,636,474.88 

其他应付款 28,236,015.31 

管理费用 143,110,573.97 
管理费用 72,928,181.41 

研发费用 70,182,392.5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注] 
8,346,594.5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11,825,094.50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注] 
601,964,946.07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598,486,446.07 

[注]：将实际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3,478,500.00 元在现金流量表中的列报由“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调

整为“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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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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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负值 

净利润为负值 

2019 年 1-3 月净利润（万元） -500 至 0 

2018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546.3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 2019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亏损的主要原因：一

是国际形势的影响，二是原材料成本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三是公司内部

产品结构有所调整。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杜简丞 

 

2019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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