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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50                                证券简称：康得新                          公告编号：2017-036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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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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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未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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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得新 股票代码 002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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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文静 王山 

办公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振兴路 26 号 北京市昌平区振兴路 26 号 

电话 010-82282777 010-82282777 

电子信箱 kdx@kdxfilm.com kdx@kdxfil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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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的主要业务和行业地位 

公司主要从事先进高分子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的发展愿景是打造基于先进高分子材料的世界级生态平台企业。目前，康得新已经成为拥有六大生产基地，下辖30

余家子公司、9大事业部、9个研发中心，分支机构遍布8个国家、产品出口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化产业集团，既是

全球预涂膜的领导企业，也是世界光学膜的领军企业。 

公司主要产品及生产基地包括： 

   （1）预涂材料: 

产品包括印刷包装功能基材、全系列环保预涂膜（通用型预涂膜、功能型预涂膜）、3D 图像产品、覆膜设备等，广泛用

于书籍、烟酒、化妆品及奢侈品的印刷、包装、制袋等领域，公司可为客户提供全套绿色覆膜、印刷包装解决方案，产品销

往全球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康得·菲尔“、“KDX”已成为预涂膜国内外知名品牌。 

预涂材料产业群包括北京、张家港康得菲尔两大产业基地，拥有 10条预涂膜现代化生产线，年产能 4.4万吨。自 2012

年起，康得新超越印度 COSMO 成为全球第一大预涂膜生产商。  

（2）光电材料： 

康得新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唯一全产业链、全系列的光学膜领军企业、国际主流供应商，设有挤出、涂布、成型、模具、

溅射、树脂、窗膜、大屏触控、柔性材料等多个事业部的全产业链平台，并通过突破传统的差异化开发及前沿材料开发，已

成功从进口替代走向光学膜新材料的前沿开发，以技术创新驱动企业发展。 

公司的光学膜生产基地在江苏张家港，总占地面积超过1000亩，其中康得新光学膜一期项目总投资约45亿元，项目年产

2亿平方米光学薄膜，已经建成达产。光学膜二期项目已于2016年4月正式开工奠基，项目总投资约120亿元，建设用地490

亩，项目计划建成1亿平方米先进高分子膜材料及1亿片裸眼3D模组。公司投资于该项目的两次定向增发共募集资金78亿元人

民币截止至2016年11月已全部到位。光学膜二期项目中光学级薄型PET基材、水汽阻隔膜、隔热膜等产品已于2017年初起陆

续建成投产。 

 主要产品包括： 

 A 显示类：扩散膜、扩散板、结构扩散板、增亮膜、复合增亮膜、微结构扩散膜、线性菲涅尔膜、防窥膜、光学级 PET

基膜、低粘保护膜、高粘保护膜、ITO 膜、ITO HC 与 IM、超低阻值透明导电膜、IML 膜、结构扩散板、复合膜及复合贴合

膜（包括 DOP、POP、MPP、MPD、PPD、micro lens sheet, prism sheet 等）、无镉量子点膜、蛾眼结构膜等多种产品，并

可应用于从手机到电视机、广告机的 LCD 屏幕全尺寸产品系列。  

 B 装饰类：包括 IMD 膜、手机玻璃防爆纹路膜、曲面玻璃装饰膜、PDLC 膜材、PSA 背胶膜、小家电复合膜、黑电 TV

背板、预涂型彩钢板膜、灭菌/抑菌膜、车身装饰膜、高耐污抗指纹膜、PSA 背胶膜、PU 保护膜等多种产品，主要应用于家

电、建材、3C电子产品、智能显示等市场领域。 

 C 隔热膜（窗膜）：拥有原色膜、染色膜、磁控溅射薄膜、混合金属膜、纳米陶瓷膜、多层溅射膜、安全溅射膜、抗

划伤漆面保护膜等 10大系列 250余种产品，主要应用于汽车、建筑市场。 

 D 其他：裸眼 3D（裸眼 3D 第 2.5 代技术、裸眼 3D 第 3 代技术）大屏触控(低阻高透 ITO 膜）等，主要应用于显示领

域。 

 E 柔性材料：应用于柔性显示、柔性电子、柔性光伏等领域，包括水汽阻隔膜、柔性触控膜、耐高温柔性衬底膜、柔

性晶硅太阳能电池膜、柔性传感器等产品。 

  F 光学膜二期在建项目及其他研发中的前沿高分子新材料产品，包括智能调光玻璃、TPU自修复保护膜、车用抬头显

示以及光致变色窗膜、电致变色窗膜、温控智慧隔热窗膜、遮光胶带、遮光泡绵胶带、锂电池铝塑包装膜基材、涂布型偏光

膜、智能调光玻璃等。 

公司下游客户包括：京东方、海信、创维、TCL、长虹、康佳、三星、LG、冠捷、群创、友达、宏碁、联想、富士康、

苹果、深天马、华星、惠普、华为、OPPO、vivo、美的、西门子、新飞、方太、宝马、奥迪、大众、福特、广汇、庞大、

北汽、长安等两百余家国内外一二线客户。 

 

（3）碳材料： 

公司通过合资及参股的方式，与康得集团联手成功完成了新能源汽车碳纤维车体及部件产业生态平台的布局，包括：位

于慕尼黑的 KDX 欧洲复合材料研发中心、KDX 雷丁汽车轻量化设计中心、以及德国 GFG 公司和 SGL 公司的大批量自动化

生产技术支持、中安信的碳纤维产业基地、康得复合材料的工业 4.0 版智能化碳纤维车体及部件制造工厂，并已与北汽、上

汽、广汽、长安汽车等几十家整车厂商形成战略联盟。这一完整的生态平台集碳纤维丝生产，碳纤维复合材料汽车零部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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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化生产制造，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研发，轻量化设计，工装模具设计、生产、制造于一体，将为全球的整车

企业提供系统的解决方案。 

A 高性能碳纤维丝：康得集团投资的中安信公司在河北廊坊占地 680 亩，将分两期建成年产 15000 吨原丝、5100 吨碳

丝的高性能碳纤维，一期年产 5000 吨原丝、1700 吨碳丝的生产线已经建成投产，可稳定量产 T700、T800、T900、T1000、

T1100 级别的高性能碳纤维材料，良品率达到 97.5%，可满足民用航空、高端工业对高性能碳纤维的需求。 

B 碳纤维复合材料：康得集团控股、康得新公司参股 18%的康得复材项目同位于河北廊坊，占地 400 亩，设计产能年

产 150 万件碳纤维复合材料部件（约合 5 万辆碳纤维复合材料车体），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碳纤维复合材料

部件生产企业。一期产能年产 30 万件碳纤维复合材料部件已于 2016 年四季度建成投产。碳纤维复合材料可广泛应用于汽车

轻量化、机器人、电力电缆、风力发电、高速列车、民用无人机、石油钻探等领域。 

 

公司具有先进高分子材料、智能新兴显示、互联网智能应用、新能源汽车四大产业板块。第一，先进高分子材料板块为

公司的核心产业基础，既是全球预涂膜行业的领导者，又是世界光学膜行业的主流供应商，同时公司在碳材料（包括石墨烯

和碳纤维）、以及柔性材料领域也具有世界领先地位。第二，公司通过模块化系统解决方案的产业延伸，打造了智能新兴显

示板块，包括裸眼3D，大屏触控，AR/VR，全息显示，以及柔性显示等一系列新兴显示技术均已领先全球。第三，通过新兴

显示技术在场景互联时代下的进一步产业延伸，公司在娱乐、宾馆、社区、教育、医疗等领域全面推进，正在打造多家互联

网运营服务公司，建立互联网智能应用板块。第四，公司通过与控股股东合作，基于碳纤维材料的延伸，打造新能源汽车产

业板块，形成了碳纤维产业的全生态链。 

 

2、公司业绩驱动的核心要素 

（1）产能增长因素 

产能增长是公司业绩增长的基础驱动要素。 

2001 年至 2012 年，公司的产能主要增长来自于预涂材料板块的逐步扩产，公司目前拥有 10 条预涂膜现代化生产线，

年产能 4.4万吨，超越印度 COSMO成为全球第一大预涂膜生产商。 

2013年至 2016 年，公司的产能主要增长来自于光学膜一期项目的建设及产能的陆续投放，可生产 2 亿平米光学膜及为

之配套的年产 2.5 万吨光学膜基材 PET、1 万吨保护膜、和 0.61 万吨 UV 固化树脂。 

2017 年至 2020 年，光学膜二期项目的产能陆续投放将成为公司业绩增长的基础支撑动力，公司将新增年产 1.02 亿平米

先进高分子膜材料、及年产 1 亿片裸眼 3D 模组产能。 

（2）产品结构调整 

随着公司在全产业链布局的基础上，研发实力不断增强，通过技术创新来面向中高端客户持续发展中高档产品，提高高

端产品的收入占比，使得公司产品结构不断调整，产品平均单价逐步提升。技术创新带来的产品结构调整成为公司未来业绩

增长的核心驱动要素。 

2012年起，公司在原有预涂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产业升级，进军光学材料领域。2013年至 2016年，伴随着光学膜一期项

目的投产，公司逐步开始在显示类、装饰类、隔热(窗膜）类等多个领域进行进口替代，陆续获得多家国内外一线客户的产

品认可并扩大市场份额。2016年公司已经完成了进入光学材料领域进口替代，走向高端材料创新研发全球引领的战略转型，

多项高端材料打破国外垄断填补国内空白。自 2017年起公司的年产 1.02 亿平米先进高分子膜材料项目将陆续建成投产，在

原有工艺技术基础上，新增纳米多层层叠膜、多层特种隔热膜、多层高档装饰膜、水汽阻隔膜、隔热膜等高端高分子膜材料

产品，柔性材料以及一系列世界前沿的高端材料储备，光学膜二期高端产品的销售单价将在公司现有水平上进一步提升，并

持续推动公司 2017年至 2020 年的业绩成长。 

面向未来四年，公司的群体迸发时代已到来，所有板块将逐渐成熟并整体发力。通过过去数年公司的夯实基础、蓄势待

发。2017 年公司已站在全新的产业高度上，开始迈向新的高峰。2017 年至 2020 年，公司仍将保持高速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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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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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9,232,749,388.88 7,459,376,626.12 7,560,816,182.51 22.11% 5,208,091,770.62 5,208,091,77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962,907,989.09 1,409,457,254.60 1,438,555,271.85 36.45% 1,002,781,183.88 1,002,781,183.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880,994,618.02 1,399,511,729.27 1,399,511,729.27 34.40% 990,440,331.77 990,440,331.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7,582,840.78 906,538,876.46 883,018,344.55 -105.39% 429,685,348.40 429,685,348.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0 0.98 0.47 27.66% 1.06 0.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9 0.98 0.47 25.53% 1.05 0.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32% 25.70% 26.16% -8.84% 23.45% 23.45%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26,425,136,653.63 18,368,004,106.15 18,562,061,263.46 42.36% 10,876,503,651.97 10,876,503,651.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5,581,436,760.34 9,178,725,294.44 9,314,352,789.19 67.28% 4,794,291,697.83 4,794,291,697.83 

备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05.39%，主要是由于本年销售收入增长导致现金流入和采购支出相应

增加，另外随着新兴产品的推出，公司为了进一步抢占市场和客户，阶段性放宽了客户的信用期，导致经营现金流量净额减

少。该经营性现金流在一季度正常回收，一季度现金流净额为114,138.49万元。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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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5,295,542.97 2,508,677,182.22 2,612,946,112.61 2,075,830,551.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3,135,637.49 514,237,215.44 487,129,829.88 548,405,306.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12,445,014.74 473,880,344.57 474,994,210.00 555,580,303.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1,957,955.92 46,576,522.03 57,653,652.84 -383,770,971.57 

备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05.39%，主要是由于本年销售收入增长导致现金流入和采购支出相应

增加，另外随着新兴产品的推出，公司为了进一步抢占市场和客户，阶段性放宽了客户的信用期，导致经营现金流量净额减

少。该经营性现金流在一季度正常回收，一季度现金流净额为114,138.4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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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29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72,289 报告期末表决权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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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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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26% 785,482,381 294,117,647 质押 784,866,154 

浙江中泰创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48% 263,828,950 0 质押 259,183,000 

深圳前海丰实云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2% 113,749,766 113,749,766 质押 113,749,765 

华富基金－宁波银行－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其他 2.26% 79,624,836 79,624,836   

深圳前海安鹏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1% 56,874,883 56,874,883 质押 56,874,882 

天弘基金－宁波银行－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61% 56,874,883 56,874,883   

东吴证券－民生银行－东吴康得新 1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1.29% 45,675,717 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其他 1.21% 42,700,111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16% 40,979,753 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鑫鑫

向荣 71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10% 38,858,43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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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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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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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12 公司债券 12 康得债 112137 2017 年 12 月 14 日 89,801.42 5.9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 53,094,100.00 元。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详见巨潮资讯网2016年发布的《公司债券跟踪信用评级报告》。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2016年10月31日 决定将康得新(002450,股吧)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主体信

用等级由“AA”上调至“AA+”；将公司公开发行的“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12康得债”，

债券代码：112137.SZ)的债项信用等级由“AA”上调至“AA+”。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40.96% 49.63% -8.67% 

EBITDA 全部债务比 30.27% 28.00% 2.27% 

利息保障倍数 7.14 5.72 2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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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是“十三五”战略规划的开局之年，公司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在全体干部员工的拼搏努力下，通过持续创

新、产品结构化调整、设备提速提高产能以及企业深耕挖潜强化管理，最终实现了 2016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37.03%的良好业

绩，实现营业收入 92.33亿元，净利润 19.65亿元。 

按照业务板块分类，对 2016 年公司各项业务的主要经营成果及后续规划做出如下说明： 

第一板块 先进高分子材料 

一、预涂材料 

公司在预涂材料领域继续保持全球行业领导的地位，产销量持续增长，特种膜等高端产品占比持续提升，并不断研发

ALL-STICK数码预涂膜等新品种。 

与惠普合作联手推出“Pack Ready”软包装数字印刷整体解决方案，公司开发的软包装数字印刷专用预涂膜产品，符合

美国、欧盟食品级安全标准，可以广泛用于食品、饮料、医药、日化、农产品等印刷包装领域。与 HP 在软包装塑塑复合领

域的合作，将对全球软包装行业发展带来革命性的意义，同时该合作有利于提升公司单位产品的商业价值。 

预涂材料与 3D 图像结合，向全球客户推出 “数码膜与数字化 3D 图像整体解决方案”， 可使用超宽幅 UP 平板打印机

直接将精美 3D 图像直接打印在 KDX 光栅膜上，将大幅度提高 3D 图像制品的生产效率和应用范围，扩产 3D 技术在印刷包装

及图像制品领域的市场空间。 

同时，预涂板块全球化的市场营销团队与公司整体业务进行联动对接，挖掘内部资源潜能，充分利用全球化的渠道推动

公司整体板块产品的市场扩展。 

此外，公司出售了山东泗水（从事预涂膜 BOPP 基材生产和销售）以及杭州覆膜机项目，剥离了盈利能力较低的业务板

块，实现了板块的资产配置优化。 

二、光学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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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显示类 

中国现已跃居成为世界最大的显示产品消费国与制造国，LCD 液晶屏产能世界第二，80%的光学膜膜组在中国生产，显

示类光学膜需求已达 15亿平米，并将随着显示屏市场的发展进一步增长。 

公司在显示类光学膜领域已成为全球主流供应商，扩散膜、扩散板、结构扩散板、增亮膜、复合增亮膜、微结构扩散膜、

线性菲涅尔膜、防窥膜、光学级 PET 基膜、ITO 膜、ITO HC 与 IM、超低阻值透明导电膜、IML 膜、结构扩散板等多种产品

向三星、LG、京东方、TCL、创维、海信、长虹等国际、国内百余家一二线客户全面量产供货，并为客户提供定制化解决方

案。 

同时，公司对于应用于 LCD 显示屏内的光学材料，持续进行高端化及复合化的技术研发。基于电视机领域光学膜复合化

的行业趋势，公司三年前开始布局复合光学膜产品，包括 DOP、POP、MPP、MPD、PPD、micro lens sheet, prism sheet等。

2016年公司抓住三星、LG走向复合膜的市场机遇，成为目前中国唯一复合膜、复合贴合膜出口三星、LG的供应商，并向京

东方、TCL、海信、创维、长虹等客户供应高端复合膜及复合贴合膜，公司的高端复合膜及复合贴合膜产品在质量性能上处

于国际领先地位。 

公司与陶氏化学合作，成为中国第一家无镉量子点膜生产企业，该产品复合中国、欧盟制定的无镉行业高级标准。产品

性能优越，在色彩性能和能源效率方面，都已符合或超越产业界的最高标准。该产品已进入国内主要客户送样检测阶段，预

计 2017年内可实现批量供货。无镉量子点材料有巨大的市场发展潜力，根据 IHS预测，预计 2017 年全球无镉无镉量子点材

料的电视 800 万台，有镉量子点是 300万台，预计到 2020年无镉量子点电视 2300万台，有镉量子点电视 400万台。 

此外，公司在持续布局显示领域的其他新材料产品，包括广视角膜、Oled 补偿膜、Oled 光取出膜、蓝光护眼光学膜、

光控膜等，其中光控膜可用于排除视线干扰和保护用户数据安全，主要应用在 ATM 机等金融领域。 

 

2、装饰类 

装饰膜行业用膜替代油漆是重要发展趋势，预计装饰膜相关市场规模 800亿左右，包括白色家电、建材、TV、3C、汽车

等，前期该领域由日韩公司垄断，中国市场每年进口约 10亿平米装饰膜。 

报告期内，实现了一系列高端产品的研发和市场投放，如 TV 背板装饰膜、汽车装饰膜、划伤自修复膜、3D曲面玻璃防

爆纹理膜、智能 PDLC调光膜等，并在家电、3C电子产品、建筑装饰等领域向美的、西门子、新飞、海信、创维等一线客户

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产量和销售收入稳步提升，产品结构持续进行高端化调整，增加高附加值产品在应收中的占比。 

PDLC智能调光玻璃由 PDLC调光膜与玻璃等材料有机结合，通电时呈现透明状态，断电时呈现雾化状态，目前已广泛应

用于室内隔断、室外幕墙、浴室、商场橱窗、地铁、医院等。PDLC 智能调光玻璃可与投影设备相结合，成为智能商业显示

系统与新媒体平台。 

TV 背板装饰膜可取代电视机背板原有的喷漆、电镀等工艺，减少原有工艺加工过程中的 VOC 气体排放及环境污染，复

合国家日益严格的环保规定，更可为客户实现图案多样定制，且抗刮伤性能优异。预计到 2020年该市场需求将超过 56亿元

人民币。目前公司已向海信、创维、TCL、长虹、康佳等企业批量供应 TV背板装饰膜。 

3D 曲面玻璃防爆纹理膜可增加曲面玻璃的防爆性能，并由于图案优美及触感流畅，曲面玻璃越来越多的被高端手机及

pad产品采用，2016年手机防爆膜市场需求超过 1000万平米。同时伴随 OLED显示屏在小尺寸领域的应用以及改善金属机身

屏蔽问题，曲面玻璃（包括盖板玻璃和背板玻璃）及对应的 3D 曲面玻璃防爆纹理膜将会在手机市场实现快速渗透普及。公

司该产品已经通过蓝思、伯恩等玻璃企业开始向国内一二线手机品牌厂商的批量供货，并将继续扩大市场份额。 

 

3、隔热膜（窗膜） 

自 2014 年窗膜板块业务高速发展，出货量持续大幅攀升，现公司已成为中国最好，国际一流的窗膜供应商，全球窗膜

协会 7大成员之一。 

公司的隔热窗膜销售渠道之一是通过广汇、庞大、长久、运通、江苏万邦等 4S集团合作推向市场，全国百强 4S集团超

过 70%已成为公司的客户。同时，公司已成为宝马、奥迪、大众、福特等 20余家汽车客户的汽车原厂膜主流供应商。此外，

公司通过 4800 余家授权经营合作店拓展了 KDX 窗膜品牌在消费者领域的认知度。同时康得新窗膜还开通天猫旗舰店进行线

上直销。2016 年中国市场窗膜需求超过 1 亿平米，且市场保持年均 10%的增长率，窗膜产品在报告期内实现了中国市场销售

量第一，市场占有率达 20%。 

高端产品开发层面，公司成功开发的四款高端产品已经实现了对 3M 的超越，包括应用于汽车前档的世界领先的多层磁

控安全膜、抗紫外线美白窗膜、高性能隔热膜窗膜和智慧窗膜（冬天吸热夏天隔热）等。此外，公司在去年还推出了全球领

先中国唯一漆面保护膜高端产品，该产品可广泛用于汽车、航空等领域，具有隔热、防爆、抗划伤、自修复等功能，填补中

国的生产和市场空白。中高端产品在窗膜板块的占比正在持续提升。公司将陆续推出开发光致变色、电致变色、温控智慧隔

热窗膜、高强度防爆隔热窗膜等高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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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隔热膜（窗膜）产品将加大市场拓展力度，在开拓海外市场的同时发展建筑市场及家居贴膜市场。海外市场建

筑贴膜非常普及，可阻隔室内外热交换，起到良好的节能环保的功效，现欧美地区建筑类贴膜需求量达 2.5~3 亿平米，而我

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建筑能耗是同类气候条件住宅的 2 倍~3倍左右，其中通过门窗散失的能耗约占建筑总能耗的 40%以上。

中国平板玻璃用量每年达近 18 亿平方米，其中约 70%用于室外建筑玻璃，未经节能处理的建筑玻璃存量市场更超过 120 亿

平米，如果其中的 50%安装窗膜，则每年节约超过 180 亿度电，节约超过 700 万吨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800 万吨，

减少二氧化硫排放 50 多万吨。随着国家各项节能环保标准的制定以及市场的培育，预计中国建筑市场玻璃将更多的采用隔

热窗膜产品，预计中国建筑领域窗膜年需求量可达 5~10 亿平米。公司创新推出的智能热致变温控窗膜在冬季玻璃表面温度

较低的情况下，利于较多太阳能进入室内，夏季玻璃表面温度较高时，利于阻隔太阳辐射进入室内，通过玻璃表面温度智能

调节玻璃的热学性能，揭开了居住建筑的玻璃节能的智能时代。目前公司已在北京、上海、天津、云南、四川、江苏等全国

六个地区开始推广建筑及家居领域贴膜并通过渠道整合走向海外窗膜市场。 

 

4、裸眼 3D、大屏触控相关材料 

裸眼 3D材料：核心是裸眼 3D 显示材料，包括 2.5代技术和 3代技术。2.5代技术利用光学膜一期原有设备和产能即可

生产。2016 年公司自主创新、协同全球一流设备厂商共同开发的全球首条第三代裸眼 3D 技术智能化产线投产，为裸眼 3D

第 3代技术与国际一线客户的合作及量产奠定了坚实基础。该业务通过新兴智能显示生态推广。 

大屏触控材料：核心为公司自主研发的低阻高透 ITO膜，报告期内对该生产线进行了优化，并通过互联网智能应用平台

进行产品的应用和市场挖掘推广。现有产能可年产 10万片大屏触控模组，预期新增年产 80万片产能将于年底建成投产。 

 

5、其他高端光学膜 

全产业链中各工艺环节的技术研发及工艺进步，支持了公司新材料的开发，公司在报告期内成功开发了一些列高端材料

填补了国内空白。 

在涂布材料方面，公司成功开发了 TPU 自修复硬化膜，遮光胶带和遮光泡棉胶带等产品。 TPU 保护膜主要起到耐磨防

刮、防指纹的保护效果，应用在 3D 手机屏保护膜，及其他电子类产品外壳，旅行箱外壳，汽车中控屏等保护。公司的硬化

膜（iphone 内包装保护膜）已实现向苹果 7 系产品的配套及华为、OPPO、vivo 等国内一二线手机客户。遮光胶带和遮光泡

棉胶等产品具有良好的可遮光性、粘性和模切性，即使 10万照度强度灯照射，亦可完全遮光，剥离力 1.5kg/inch 以上和保

持力 1kg/72h 无位移，良好的遮光性能可防止背光模组漏光，以及用于 TV 及其他窄边框显示器件的连接与固定，目前已向

长虹、海尔、创维等国内国际一线客户规模供货。随着液晶平板电视从宽边框向窄边框、无边框发展，需要遮光泡棉胶带黏

贴屏幕和框架，该产品需求将快速增长。 

在树脂材料方面，公司持续研发填补国内空白，包括用于电子产品显示器件贴合的高端 OCA光学胶，以及用于表面不规

则产品的生产或出货保护的 UV型液态保护膜。OCA光学胶是触控屏的重要原材料之一，是一种无基体材料的双面贴合胶带，

是触控屏之最佳胶粘剂。产品达到高透光性(全光穿透率>99%)、高黏着力、挠化功能强，且高耐候、耐水性、耐高温、抗紫

外线，过去该领域主要由三菱、日东等日本企业垄断，国内主要依靠进口。UV 液态保护膜则主要用于不规则部件的保护，

属市场创新产品。 

在挤出材料方面，公司成功开发锂电池铝塑包装膜基材，打破日本垄断，一经推出已供不应求。随着新能源电动车的发

展锂电池，锂电池铝塑包装膜的需求日益扩大，2016年全球铝塑包装膜需求量 1.2亿平米，其中中国需求量为其中 70%~80%，

然而中国目前铝塑包装膜自供产能仅为年产 1200 万平米，其中铝塑包装膜基材更是由日本垄断，公司成功开发了铝塑包装

膜基材并已向上海紫江等国内铝塑包装膜龙头企业进行批量供货。 

此外，公司正在研发一系列全球前沿的高分子材料产品，包括涂布型偏光膜、智能调光玻璃、TPU自修复保护膜、用于

柔性显示的水汽阻隔膜、柔性触控膜、耐高温柔性衬底膜、柔性盖板膜、柔性晶硅太阳能电池、车用抬头显示、红外截止滤

光片等。 

 

6、柔性材料 

柔性材料作为全球材料领域的前沿科技，涉及柔性显示、柔性电子，柔性光伏和柔性照明等多个领域的一系列产品，将

成为公司未来发展的一大潜力。2016 年公司加速了柔性材料量产计划的实施推进，并持续在全球范围内整合柔性材料技术

及研发合作，以及加速柔性材料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型技术的开发，推进新产品的推出及应用市场的开拓。柔性石墨烯传感器

预计将于 2017 年底或 2018年实现量产。 

（1）水汽阻隔膜（光学膜二期项目） 

由公司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条卷绕式大宽幅高性能封装阻隔膜生产线于 2017 年 2 月成功投产，水汽阻隔 WVTR 值可达到

10-6 克/平方米/天，是当今业内性能等级最高的封装阻隔膜，打破了个别美、日企业的技术垄断，解决了国内柔性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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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所面临的核心材料瓶颈。该产品可广泛用于柔性显示、柔性光伏、柔性照明及柔性传感等不同领域的封装，并在减重、降

低成本的同时增加可折叠卷曲的性能，应用领域广泛，市场需求空间巨大。在柔性显示领域，水汽阻隔膜主要用于柔性 AMOLED

封装，随着华星光电、天马等企业已投资柔性 AMOLED 产线的产能爬坡和新产线的不断投产，柔性显示对高等级水汽阻隔膜

的需求将呈现爆发式增长。根据 OLED 面板厂商已发布的产能建设情况，到 2020 年为 OLED 配套的高等级封装阻隔膜的年需

求量将超过 5000 万平米，年产值有望突破 10 亿美元。目前公司正在和国内主流 AMOLED 制造企业合作。在柔性光伏领域，

除了在 CIGS、OPV等薄膜光伏电池中作为封装材料外，国内领军的传统晶硅光伏电池企业也开始尝试用水汽阻隔膜替代玻璃

用于电池封装，以实现柔性化和轻量化。该应用预计可对原有电池减重超过 80%，从而实现电池组件在轻质屋顶等领域的大

规模应用。此外。水汽阻隔膜在显示行业的另一主要应用是增强 LCD 色彩饱和度的量子点膜。 

水汽阻隔膜产品目前已建成产能 120万平米，后续生产线将陆续建成投产，预计 2019年产能将达到年产 1200万平米。 

(2）柔性传感器 

公司与斯坦福大学、剑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等世界一流名校合作，共同开发柔性传感器，该项目已被列入科技部国际

重大科技合作专项，目前研发进展顺利，并有望于 2017 年底或 2018年实现量产。 

柔性传感器将在物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起到重要作用，未来更将有可能应用在从食品、药品、智能可穿戴等消费领域，

到工业自动化、机器人、生物医疗、航空航天等工业领域，传感器将无处不在，潜在市场空间巨大。 

(3）其他柔性材料 

公司在柔性领域还在进行一系列世界前沿材料的开发：柔性触控膜总体厚度<71um，可实现内外弯折半径 R=3mm，弯折

次数 20 万次，可广泛用于柔性 OLED 显示、可穿戴设备等领域，是目前业内最薄最柔方案，；全球领先的耐高温柔性衬底膜

可用于柔性显示的 OLED基底、柔性线路板以及航空航天等领域；用于柔性 OLED的涂布型偏光膜不需要拉伸直接涂布而成，

不但减少了工艺流程，而且小于 50 um，为业界最薄；此外，公司自主研发出制约手机柔性化发展的关键材料——柔性盖板

膜，硬度达到 7h，弯折半径小于 3mm,弯折次数达 20万次。 

 

第二板块 新兴智能显示生态 

 1、裸眼 3D 业务： 

2016年公司在裸眼 3D领域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包括：完善技术体系以加速实现产品迭代；深度挖掘市场，在内容和应

用场景上探索市场刚性需求；联动 3D系统化解决方案与内容平台，初步形成 3D生态；以及与国际一线客户的高端联动，共

同合作在 3D领域进行前沿布局。通过持续进行的市场挖掘和生态平台的打造工作，公司的裸眼 3D 板块取得了很大进展，预

计 2017年将迎来高速发展： 

（1）3D图像领域: 

公司与分众传媒、城市传媒等多家主流媒体达成合作，在全国 30 多个城市推广楼宇、地铁、高铁、机场等地裸眼 3D

广告。在数百家影楼推广 3D 婚纱照。同时，公司通过和佳能、柯尼卡等打印公司合作，使 3D光学膜可直接打印成图像，实

现 3D图像产品批量出口欧洲市场。通过市场挖掘，3D图像还将应用于知名品牌的包装以及儿童书籍的印刷。 

（2）3D显示领域： 

A 商用市场：公司积极扩展了裸眼 3D 技术在商用领域的应用，如广告机、大尺寸广告墙、赌博机、教育、医学等。公

司和全球最大的博彩设备供应商 IGT 公司携手，联合打造了裸眼 3D 的博彩机，并已规模进入拉斯维加斯、悉尼、日本以及

马来西亚云顶的博彩业经营场所。裸眼 3D 拼接屏广告墙已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及海外市场陆续铺开，在上海中心、正大广

场、港汇广场、龙之梦购物中心、八佰伴、万达广场等百余处核心商区及影院铺设。 

B 消费电子产品：2016年四季度推出的中兴 7max在中国市场初战告捷的情况下，通过 CES展在国际市场取得重大收获，

17 年有望取得良好的增长。2017 年二、三季度，将会有国际一线厂商、国内的其他一线厂商、电信运营商、二线厂商陆续

推出搭载公司裸眼 3D技术的终端显示产品。 

C 技术开发：公司历经 3年多的努力，投资 300多万美元，开发了裸眼 3D视频播放芯片，芯片包含的算法可使笔记本、

电视机、广告机等大尺寸裸眼 3D 产品实现广角度、全视点的高清播放。该芯片已经于 2016 年 10 月量产，并将大幅度降低

裸眼 3D整机成本，为该产品的广泛推广应用建立了重要的基础。 

2、大屏触控 

在公司低阻高透 ITO触控膜材料的基础上通过提供模块化系统解决方案形成大屏触控模组，并通过整合合作方产能推出

大屏触控终端产品。通过与互联网应用板块的合作，加速大屏触控产品在各行业的智能互动应用推广。 

3、VR/AR 及光场全息 

公司加速与 Ostendo的合作开发，推进光场技术在显示领域的技术进步和市场应用。通过向终端厂商提供显示技术整体

解决方案，预计将于 2018年推出基于光场显示技术的 VR 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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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板块 新能源汽车生态 

公司通过将应用在汽车市场的光电材料、碳材料产品，包括显示材料、智慧窗膜、隔热膜、汽车装饰膜、漆面保护膜、

车辆抬头显示、碳纤维复合材料车体部件等，进行横向的协同联动，整合了新能源汽车生态，引领新能源汽车及传统汽车走

向个性化、轻量化、智能化、系统化，努力成为汽车领域核心材料的世界级供应商。 

公司和大股东康得集团整合全球优势资源，联手打造的碳纤维轻量化产业生态平台集碳纤维丝生产，碳纤维复合材料汽

车零部件规模化生产制造，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研发，轻量化设计，工装模具设计、生产、制造于一体，成功

打造了全球最大、最先进、唯一可提供总体解决方案的新能源汽车轻量化生态平台。 

引领汽车碳纤维复合材料产业发展。公司参股的康得复材已与包括北汽、蔚来汽车、上汽、长安、长城等三十余家整车

厂商形成战略联盟，共同推进碳纤维复合材料在汽车轻量化领域的应用，通过康得新雷丁轻量化设计中心进行碳纤维部件以

及整车设计、部件设计工作。 

伴随着近些年新能源电动车的爆发，及机器人、电力电缆、民用无人机、石油钻探等多个领域的发展，中国碳纤维及碳

纤维复合材料的市场需求将非常巨大，预计到 2020年，中国的碳纤维总需求将达到 10万吨，而目前中国实际碳纤维年产能

不足 3000吨，为满足客户需求公司参股的康得复材也已将扩产工作纳入发展规划。 

 

第四板块 互联网智能应用平台 

公司通过 15、16 年的努力，初步完成了互联网智能应用平台的打造工作。从产业布局的战略思路上，公司处于微笑曲

线的左端，以高端材料的研发和制造为基础，提供总体解决方案；微笑曲线的中间，是产品的生产代工过程，附加值较低；

而微笑曲线的右端则是客户运营服务。公司通过打造参股的互联网智能应用平台，把产品直接推向消费端，走向客户端，击

穿整个微笑曲线，实现了高分子材料研发和客户运营服务的正向联动。 

随着互联网从 PC 互联发展到移动互联，再走向场景互联，新兴显示技术成为驱动场景互联的核心，当新兴显示技术与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结合，则将对传统产业业态产生巨大改变。基于公司在新兴显示领域的材料和技术储备，如裸眼

3D、大屏触控等，公司打造了互联网智能应用平台，成功开发了智慧广告、智慧贩卖机、智慧娱乐，产品涉及智慧健康、智

慧广告、智慧城市综合体、智慧教育、智慧医疗等一系列产品。 

互联网智能应用板块由公司参股，核心员工持股。平台硬件产品的推广也将带动公司主营业务高分子材料的市场扩展和

销售，成为公司技术和市场发展的未来助力。 

 

上述是公司的整体业务布局和报告期发展情况。先进高分子材料是公司的核心业务，包括：预涂膜、光电材料（光学膜、

柔性材料等）、碳材料（石墨烯、碳纤维），后续还将持续打造一系列高端材料。在材料的基础上通过产业延伸和市场整合，

形成了新兴显示生态、互联网智能应用平台，以及新能源电动车轻量化四大板块。这四大板块将相互协同整体联动促进公司

的整体战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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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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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刷包装类产品 1,523,531,574.62 288,243,741.92 39.53% 11.50% 65.65% 3.39% 

光学膜 7,515,593,227.06 1,933,814,109.82 41.07% 27.19% 33.1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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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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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将上年同期增长 36.45%，主要是由于 2016 年度全面调整预涂膜及光学膜板块产品结构，传统产

品的占比逐步下降，新兴产品随着市场的推广和认同，占比逐步上升；另外生产设备提速带来产能提升，产量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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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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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第十一节财务报告"合并范围的变更"。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4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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