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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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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拟以 2018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10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派发现金

红利 2元（含税）分配，共计分配利润 20,000,000.00 元，占 2018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的比例为 23.93%，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交所 康隆达 603665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卫丽 陆海栋 

办公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杭州湾上虞经济

技术开发区纬五东路7号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杭州

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纬

五东路7号 

电话 0575-82872578 0575-82872578 

电子信箱 kld@kanglongda.com.cn kld@kanglongda.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手部劳动防护解决方案。多年来，公司坚持“积极开发新产

品、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的发展战略，通过对无缝针织手套技术和浸胶技术、工艺

的深度开发、应用和长期积累，逐步拥有了独立的研发设计能力和快速高效的规模化生产能力。 

公司的产品主要销往以欧洲、美国和日本为主的境外市场，产品品类以耐磨手套、抗切割手

套、抗撕裂手套、抗冲撞手套、防化手套、防静电手套、耐热耐寒手套等功能性劳动防护手套为



主，广泛应用于建筑、电力、电子、汽车、机械制造、冶金、石化、采掘等行业。 

（二）经营模式 

公司的经营模式以 OEM和 ODM为主、OBM为辅。在 ODM方面，公司利用较强的设计研发能力，

深度参与客户的产品设计，长期坚持耕耘境外市场。在 OBM 方面，公司通过美国 GGS 和美国 SF

管理和运营境外市场，该子公司销售的产品均为自有品牌商品，主要包括劳动防护用手套、眼镜、

鞋、帽子、服装等，能够为客户提供“从头到脚”的一站式采购服务，；公司还设立了上海康思曼

用于管理和运营境内市场，推广公司自有品牌产品。 

公司的采购、生产、销售模式如下： 

1、采购模式 

根据原材料种类和市场情况不同，公司主要采用集中采购和月度采购两种方式： 

（1）集中采购 

对于对产品质量起关键和重要影响的物资（包括生产用原料、化工材料等与大宗商品价格相

关的主要原材料），由公司采购管理部收集原材料需求和市场价格变动情况等相关信息，并逐级上

报至总经理，由总经理做出采购决策。根据原材料的需求量及价格变动情况，每批采购数量会有

不同。 

（2）月度采购 

公司每年除了集中采购主要原材料外，对于不涉及产品重要质量特性和市场供应比较稳定的

物资，每月由采购管理部根据公司产品的生产需要编制采购计划，并向公司审定的合格供应商进

行采购。 

2、生产模式 

公司目前主要采用以自产为主、外协加工为辅的生产模式。公司根据不同时期的市场需求、

订单与产能匹配情况、成本控制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不同生产模式的比例及产品种类。 

（1）自产模式 

公司根据客户的订单要求，由生产部按照产品的工艺要求自行组织生产。 

技术部门根据客户提供的产品图样或要求，设计、打样并提交样品，经客户认可并签订销售

合同后，市场部门根据销售合同制定生产任务通知单。生产部门根据生产任务通知单制定生产计

划并组织生产。公司设有超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制造与纱线包覆全资子公司、手芯编织的全资子

公司及配胶浸胶车间、检测车间和包装子公司。公司拥有纤维制造、包覆、针织、浸胶一整套完

整的生产体系，各子公司或车间承担不同的生产工序和生产任务。公司严格控制各生产环节的配



合情况及衔接进度，在生产过程中严格执行质量、工艺及岗位操作等生产管理制度，保证订单产

品的质量与交货期。 

（2）外协加工模式 

所谓外协加工模式是指公司将获得的订单中的部分工序委托给其他厂商加工，以及在订单量

超过自身产能承受范围时，公司会将一些基础产品委托外协厂商加工生产。外协加工厂商均经过

严格筛选并与公司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公司派专人在加工商进行全程监督生产过程，对

产品质量严格把关，产品由公司统一验收合格后进行后道加工或直接加以包装销售。 

（3）外协生产模式 

所谓外协生产模式是指公司获得的订单超过自身生产能力范围时，公司会将所获订单中的部

分基础产品委托给外协厂商生产。公司坚持高标准成品采购，所有外协厂商的生产资质和技术能

力均经过公司的严格筛选，公司已与其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外协厂商按照公司提供的样

品，自行采购原材料进行生产，生产过程中公司派专人在外协厂商处进行监督和指导，保证产成

品品质符合质量标准。产成品由公司统一验收合格后进行包装销售。 

3、销售模式 

（1）境外主要市场 PPE（即个人防护用品）产品的流通模式 

境外主要市场个人防护用品（即 PPE产品）的流通模式以图表列示如下： 

 

 由上图可知，在典型的 PPE产品流通模式下，制造商和终端需求用户之间，还包括经销商、

品牌商和代理商。 

①代理商存在的合理性 

对于以大型工业集团为代表的终端用户等，其对劳动防护用品的需求是多样性的，不仅包括

劳动防护手套，还包括防护服、头盔、防护眼镜等，品种繁多，单种类品类多样。为了节省采购

成本同时保证采购效率，往往通过代理商进行采购。终端客户下单给代理商，由代理商寻找品牌

商。国外劳动防护用品的使用具有法律强制性，因此代理商一旦确定品牌商，通常不会轻易更换。

更换品牌商不仅成本高，还有可能遭到工会的抵制和反对。所以，就劳动防护领域，国外大型终



端客户和代理商、品牌商之间的合作关系相对较为稳固。 

②经销商存在的合理性 

品牌商会进行全球采购，而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劳动防护用品生产基地。对于跨境采购

的品牌商，为了节省管理成本，提高采购效率，会在国内选择一家采购服务商（即上图中的经销

商），由该服务商代理其在境内的采购，具体包括供应商管理、研发合作、质量检验、交期跟踪等。

但品牌商会直接对制造商进行验厂，并定期到制造商工厂考察，以确定制造商的供应资格。品牌

商、经销商、制造商之间结成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 

（2）公司销售模式 

分析具体到公司来说，公司及其国内子公司裕康手套即作为制造商而存在，美国 GGS 系中小

品牌销售商。公司产品以出口为主，包括自营的直接出口和通过境内外贸商的间接出口。报告期

内，公司大部分产品最终销往境外市场，公司的客户主要为境内外经销商。由于公司产品拥有质

量优异且稳定、交期准确、创新能力强、多品种组合式供货等诸多优势，在行业内已形成良好的

口碑，客户资源稳定。 

（三）行业情况 

全球各国对劳动防护的意识日趋强烈，都在持续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来保证职工劳动

过程中的安全与健康。目前，以美国、欧洲、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改进职业场所员工的安全

和健康条件，颁布了相关的职业安全健康法律法规并成立专门的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部门来促进

法案的实施，已经建立起一个较为全面与完善的职业安全与健康法律体系。 

为了保证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安全与健康，美国、欧洲、日本等国的职业安全健康法律法规

要求企业在特定的条件下必须提供、员工必须配戴劳动防护手套。由于劳动防护手套对特定职业

来说是工作中的必需品，需求具有刚性，同时由于劳动防护手套属于易耗品，更换频率较高，因

此市场容量较大。近年来，功能性劳动防护手套行业规模不断扩大，整体呈波动增长的态势。 

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纺织品工业大国，于 2001 年 11 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在功能性劳动防

护手套领域的出口额迅速增长，目前占据全球年进口额的一半左右。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劳动防护的法律法规还在不断的细化和健全中，人们的劳动安全防护

意识也较为淡薄，市场上劳动防护手套产品同质化严重且技术含量较低，市场需求集中在中低端

劳动防护手套。总体来说，我国劳动防护手套市场仍处于发展初期。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

发展以及人们劳动防护意识的增强，随着国家的法律越来越健全，我国的劳动防护用品越来越受

到人们的关注，劳动防护手套已成为生产活动中使用频繁的产品之一。中国纺织品商业协会已于



2019 年 3 月发布《劳动防护手套》团体标准（T/CTCA 6-2019），将于 2019 年 5 月 1 日起正式施

行，将为规范行业有序竞争、保护劳动者安全健康发挥积极作用，有助于促使我国的劳动防护手

套市场迎来快速地增长。 

公司目前拥有带衬 PU、丁腈、乳胶、水性 PU 胶等浸胶类劳动防护手套和点胶类劳动防护手

套四大类、十大系列、200余个品种，是国内劳动防护手套行业中产品种类/规格最多、最全的专

业企业之一。受益于全球无缝针织功能性手套产品对于传统产品的替代性消费需求，以及国际间

功能性劳动防护手套产业转移所带来的采购需求，公司已经成为全球主要市场功能性劳动防护手

套的重要供应商。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1,334,177,544.37 1,146,436,095.96 16.38 780,342,247.10 

营业收入 905,396,187.22 767,266,906.76 18.00 716,082,557.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83,566,953.86 72,251,359.40 15.66 93,759,991.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4,041,496.67 63,198,355.54 17.16 93,103,24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997,348,462.06 926,787,269.31 7.61 372,000,460.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7,942,852.94 76,477,713.97 -24.24 87,366,324.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 
0.84 0.77 9.09 1.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 
0.84 0.77 9.09 1.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8.69 9.38 

减少0.69个

百分点 
26.31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203,078,329.09 206,871,715.08 239,225,880.27 256,220,262.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6,349,045.34 26,693,425.77 29,979,264.50 10,545,218.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4,462,734.75 17,938,004.64 35,589,591.61 6,051,165.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5,997,578.14 42,225,589.95 7,677,935.50 -27,958,250.6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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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83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41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绍兴上虞东大针织

有限公司 
150,000 36,629,166 36.63 36,479,166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Dongda Holding   

Co., Ltd 
0 18,750,000 18.75 18,750,000 无   境外法人 

杭州裕康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0 7,500,000 7.50 7,500,000 无   其他 

浙江满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0 5,562,500 5.56 0 无   未知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辉煌 1047号

单一资金信托 

3,071,183 3,260,383 3.26 0 无   未知 

浙江乐融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4,167 1,800,000 1.80 0 质押 1,800,000 未知 

杭州高磊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0 1,500,000 1.50 0 质押 1,400,000 未知 

浙江满古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424,338 1,429,829 1.43 0 无   未知 

刘卫凯 6,064 782,985 0.78 0 无   未知 

杭州新亚电感器件

有限公司 
719,674 760,174 0.76 0 无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东大针织、东大控股以及裕康投资均为实际控制人张间芳、张

惠莉及张家地控制或控股的企业，存在关联关系。（2）乐融投资、高

磊投资有共同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何敏，存在关联关系。（3）除上述情

况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

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8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05 亿元，同比增长 18.0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8,356.70万元，同比增长 15.66%；截至 2018年底，公司总资产为 13.34 亿元，较上年度末

增长 16.3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9.97亿元，较上年度末增长 7.60%。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 2018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孙)公司共 15家，详见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附注九“在

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与上年度相比，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新增 8家，详见公司 2018年年度报

告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董事长：张间芳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8-03-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