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 

证券代码：002450                              证券简称：康得新                              公告编号：116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2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钟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王瑜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3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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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36,719,955,925.36 34,262,356,436.88 34,262,356,436.88 7.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0,005,998,707.61 18,011,782,101.55 18,011,782,101.55 11.0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

告期末 

上年同期 

年初至报

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3,594,166,

535.25 

3,399,875,

636.67 

3,399,875,

636.67 
5.71% 

10,834,749

,631.77 

9,450,631,

221.38 

9,450,631,

221.38 
14.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88,192,67

7.15 

624,423,83

0.11 

624,423,83

0.11 
10.21% 

2,201,435,

969.41 

1,879,365,

439.32 

1,879,365,

439.32 
1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69,041,86

4.73 

589,748,47

9.72 

589,748,47

9.72 
13.45% 

2,160,359,

468.43 

1,841,028,

444.58 

1,841,028,

444.58 
17.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437,771,

740.96 

490,686,69

3.87 

490,686,69

3.87 
193.01% 

2,073,670,

430.54 

2,250,366,

666.82 

2,250,366,

666.82 
-7.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7 0.17 11.76% 0.62 0.53 0.53 16.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7 0.17 11.76% 0.62 0.53 0.53 16.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5% 3.65% 3.65% -0.20% 11.51% 11.39% 11.39% 0.12%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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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本公司上年同期财务报表已按照新规定列报。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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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358,509.8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099,651.88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2,780,373.1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65,505.9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7,674,781.43 
主要是银行理财产品取得的收

益。 

减：所得税影响额 6,947,212.1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8,089.30  

合计 41,076,500.9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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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29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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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得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05% 851,414,682 294,117,647 

质押 788,294,850 

冻结 2,835,162 

浙江中泰创赢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75% 274,365,399 0 质押 274,176,000 

深圳前海丰实云

兰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1% 113,749,766 113,749,766 质押 113,749,766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2.58% 91,340,69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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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8% 87,921,212 0   

华富基金－宁波

银行－华能贵诚

信托有限公司 

其他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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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鑫鑫向

荣90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1.52% 53,834,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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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康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57,297,035 人民币普通股 557,297,035 

浙江中泰创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74,365,399 人民币普通股 274,365,39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1,340,696 人民币普通股 91,340,69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87,921,212 人民币普通股 87,921,212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鑫鑫向荣 90 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53,834,792 人民币普通股 53,834,79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0,979,753 人民币普通股 40,979,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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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87,822 人民币普通股 35,987,822 

通用技术集团香港国际资本有限

公司 
31,465,113 人民币普通股 31,465,113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康得

成长 1 号单一资金信托 
30,772,430 人民币普通股 30,772,43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

全社会责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053,429 人民币普通股 24,053,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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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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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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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应收账款期末比期初增加27.36亿元，主要是由于公司预涂膜、光学膜账期在30天—180天不等，截止9月末，尚未

到信用账期，形成应收账款所致。 

2. 存货期末比期初增加46.07%，主要是由于原材料和库存商品储备增加所致。 

3. 其他流动资产期末比期初增加8.71亿元,主要是由于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4. 在建工程期末比期初增加2.66亿元，主要是由于光学膜二期项目（年产1.02亿平方米先进高分子膜材料和年产1亿

片裸眼3D模组产品）投入增加所致。 

5. 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比期初增加23.10亿元，主要是由于预付光学膜二期项目的工程款和设备款增加所致。 

6. 应付票据期末比期初增加5.15亿元，主要是由于采购增加和供应商结算方式变化所致。 

7. 应付账款期末比期初增加15.85亿元，主要是由于存货、设备采购需求增加，未到结算账期所致。 

8. 其他流动负债期末比期初减少39.96%，主要是由于2017年超短期、短期融资券25亿元到期所致。 

9. 盈余公积期末比期初增加3.63亿元，主要是由于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所致。 

10. 销售费用比上期增加34.99%，主要是由于开拓市场增加宣传以及售后服务费增加所致。 

11. 资产减值损失比上期增加1.73亿元，主要是由于公司应收账款增加，坏账准备计提所致。 

12. 投资收益比上期增加1311.15万元，主要是由于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取得的收益所致。 

13. 资产处置收益比上期增加19.57万元，主要是由于固定资产处置收益增加所致。 

14. 其他收益比上期增加49.61%，主要是由于软件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奖励款增加所致。 

15. 营业外收入比上期减少1030.72万元，主要是由于政府补助款减少所致。 

16. 营业外支出比上期增加140.62万元，主要是由于捐赠支出增加所致。 

17.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比上期增加，主要是由于公司赎回6400万美元风险投资款和定期存款27亿元到期所致。 

18.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比上期减少，主要是由于本期对外投资及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19.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比上期减少，主要是由于公司上年同期发行中票20亿元和境外3亿美元债所致。 

2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比上期增加，主要是由于15年中票、17年超短期、短期融资券和贷款到期偿还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中美贸易摩擦对公司的影响 

国内高分子材料行业长期处于高度依赖进口、受制于人的劣势格局，如显示面板中的核心光学膜以及高端涂布材料等

高端材料，过去多年无法在国内自主生产只能依靠进口。公司通过多年研发，打造全产业链生产基地，现已成为包括京东方、

TCL、海信、创维、康佳、红旗、比亚迪等国内外一二线客户主流供应商。而近期中美贸易摩擦，部分海外材料供应商已开

始提价，伴随摩擦加剧，海外高分子材料企业可能会减少对华出口，将会对中国消费电子及汽车等多个产业造成很大威胁，

公司作为相关材料的主流供应商之一，有望抓住契机扩大市场份额，发展空间巨大。 

然而受目前经济环境影响，国内消费电子、建筑交通等多个公司的下游行业出现明显下滑，对于公司收入增长有可能

带来一定不确定性。 

2、光学膜二期项目建设期调整 

因年产1.02亿平方米先进高分子膜材料、年产1亿片裸眼3D模组产品两项目的主要量产设备均是由公司自主开发并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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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顶级设备厂商生产制造，前期开发和设备制造进程略长于预期，因此两项目投产时间均略有延后，变更为2019年6月投产。

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光学膜二期项目募集资金投入27.60亿元，其中：固定资产增加1.86亿元、在建工程增加2.61

亿元、其他非流动资产等（设备及工程的预付款、无形资产及进项税金）增加23.13亿元。截至2018年9月30日募集资金总投

入金额为47.56亿元，其中：光学膜二期项目募集资金累计投入37.68亿元，偿还银行贷款累计投入9.88亿元。 

3、权益分派实施 

公司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540,900,28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6995元人民币现金，

分派方案已获2018年8月3日召开的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8年9月27日，除权除息日

为2018年9月28日。 

4、重大重组事项进展 

（1）海外收购暨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8年2月23日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康得新，股票代码：

002450）于 2018 年 2 月 26 日开市起停牌，并于 4 月 27 日（星期五）开市起复牌，公司复牌后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然而，由于中美贸易摩擦，收购项目在美国审批的困难程度加大，因此各方一致决定终止本次重组。2018年9月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筹划本次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对终止本次资产重组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本次并购是公司汽车及建筑家居市场窗膜产品为进一步深耕市场渠道，提升客户粘性，从制造型企业向下游高端服务进

行延伸的战略举措。 上海傲邦汽车用品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傲邦）作为一家定位于高端汽车后市场的公司，对其的收购

有利于公司打通窗膜板块产业链，获取更高盈利，也有 利于公司推广新产品和提升市场份额。  

公司因正在筹划此次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康得新，股票代码：002450）自 2018 

年 6 月 7 日开市起停牌，并在指定媒体上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

进展公告》（编号2018-056、059、060、064、066、074、076、081、082、084、089、101、102、104、107、109、 111、

112）。 2018 年 8 月 20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满

申请继续停牌二个月的议案》。2018 年 9 月 5 日，公司召开了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二个月的议案》。  

截至目前，公司正在积极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工作。公司已聘请相关专业中介机构进场，积极开展对标的

资产的尽职调查工作，目前有关工作尚未完成，交易方案仍处于商讨、论证阶段，最终估值尚未确定。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 2018 年 09 月 07 日 公告编号：2018-106 

2017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2018 年 09 月 21 日 公告编号：2018-110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 2018 年 10 月 18 日 公告编号：2018-113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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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康得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关于同业竞争、关

联交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康得集团承诺将不在中国境内外

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

与任何与公司相同、相似或在商业

上构成任何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

拥有与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

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

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实

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 

2010 年 07

月 01 日 
---- 严格履行 

钟玉 

关于同业竞争、关

联交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钟玉承诺：将不在中国境内外以任

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

何与公司相同、相似或在商业上构

成任何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

与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

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

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实体、

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 

2010 年 07

月 01 日 
---- 严格履行 

钟玉 其他承诺 

钟玉承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六个月

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

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公司股份数量占其直接或间接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及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2010 年 07

月 01 日 
---- 严格履行 

康得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关于同业竞争、关

联交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一、康得集团（下称：本司）及控

制的下属企业目前不存在自营、与

他人共同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与上

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相同或相似业

务的情形。二、在直接或间接持有

上市公司股权的期间内，本司及控

制的下属企业将不会以参股、控

股、联营、合营、合作或者其他任

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上市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现在和将来业

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

的业务；也不会协助、促使或代表

任何第三方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

接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现在和将来业务范围相同、相似

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三、在直

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权的期

间内，如因国家政策调整等不可抗

2011 年 09

月 09 日 
----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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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原因导致本司及控制的企业与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可

能或不可避免地构成实质同业竞

争时，本司将及时书面通知发行人

此情形，并及时终止或转让构成同

业竞争的业务或促使本司控制的

企业及时终止或转让构成同业竞

争的业务；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享有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受让上

述业务的权利。四、如本司违反上

述承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其他

股东有权根据本承诺函依法申请

强制我公司履行上述承诺；本司及

下属企业将向上市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其他股东赔偿因此遭受的全部损

失。" 

钟玉 

关于同业竞争、关

联交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一、钟玉（下称：本人）及控制的

下属企业目前不存在自营、与他人

共同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与上市公

司及其子公司相同或相似业务的

情形。二、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

公司股权的期间内，本人及控制的

下属企业将不会以参股、控股、联

营、合营、合作或者其他任何方式

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现在和将来业务范围

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

务；也不会协助、促使或代表任何

第三方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

事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现

在和将来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

成实质竞争的业务。三、在直接或

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权的期间内，

如因国家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原

因导致本人及控制的企业与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可能或

不可避免地构成实质同业竞争时，

本人将及时书面通知发行人此情

形，并及时终止或转让构成同业竞

争的业务或促使本人控制的企业

及时终止或转让构成同业竞争的

业务；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享

2011 年 09

月 09 日 
----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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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受让上述业

务的权利。四、如本人违反上述承

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上

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

有权根据本承诺函依法申请强制

我公司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及下属

企业将向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其他

股东赔偿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康得投资集

团有限公

司;钟玉 

关于同业竞争、关

联交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控股股东康得集团和实际控制人

钟玉先生出具《关于关联交易的承

诺函》：1、尽量避免或减少康得集

团、钟玉及所控制的子公司、分公

司、合营或联营公司与公司及其控

制的下属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

2、不利用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

地位及影响谋求与公司及其控制

的下属公司在交易或业务合作等

方面给予康得集团、钟玉及其控制

的下属公司优于无关联第三方的

优惠或权利。3、不利用大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的地位及影响谋求与

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公司达成交

易的优先权利。4、对于必要的关

联交易，康得集团、钟玉及其控制

的下属公司将严格按照市场经济

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与公司及其

控制的下属公司进行交易，不利用

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公司及其

控制的下属公司利益的行为。5、

就康得集团、钟玉先生及其控制的

下属公司与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

公司之间将来可能发生的必要的

关联交易，康得集团、钟玉先生将

督促公司依法依规履行审议和决

策程序，并按照有关规定和公司内

部制度的相关要求进行信息披露。

控股股东康得集团、钟玉先生出具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主要内

容如下：1、康得集团、钟玉及控

制的下属企业目前不存在自营、与

他人共同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与公

司及其控制的下属公司相同或相

似业务的情形。2、在直接或间接

2014 年 12

月 26 日 
----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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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公司股权的期间内，康得集

团、钟玉及控制的下属企业将不会

以参股、控股、联营、合营、合作

或者其他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

事与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公司现

在和将来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

成实质竞争的业务；也不会协助、

促使或代表任何第三方以任何方

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公司及其控

制的下属公司现在和将来业务范

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

务。3、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

权的期间内，如因国家政策调整等

不可抗力原因导致康得集团、钟玉

及控制的企业与公司及其控制的

下属公司之间可能或不可避免地

构成实质同业竞争时，康得集团、

钟玉将及时书面通知发行人此情

形，并及时终止或转让构成同业竞

争的业务或促使康得集团、钟玉控

制的企业及时终止或转让构成同

业竞争的业务；公司及其控制的下

属公司享有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受

让上述业务的权利。4、如康得集

团、钟玉违反上述承诺，公司及其

控制的下属公司、公司及其控制的

下属公司其他股东有权根据本承

诺函依法申请强制康得集团、钟玉

履行上述承诺；康得集团、钟玉及

下属企业将向公司及其控制的下

属公司、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公司

其他股东赔偿因此遭受的全部损

失。 

康得新 其他承诺 

1、承诺真实、准确、完整、公平

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披露所有

对投资者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并接

受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监

督管理；2、承诺公司在知悉可能

对股票价格产生重大误导性影响

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体出现的消息

后，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3、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认

真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和批评，不

利用已获得的内幕消息和其他不

2015 年 12

月 25 日 

2018 年 12

月 15 日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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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手段直接或间接从事本公司

股票的买卖活动。 

华富基金管

理有限公

司;天弘基

金管理有限

公司;深圳

前海丰实云

兰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安

鹏资本管理

中心（有限

合伙）;新疆

赢盛通典股

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股份限售承诺 
承诺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本次发

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 36 个月。 

2015 年 12

月 15 日 

2018 年 12

月 15 日 
严格履行 

康得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股份限售承诺 

康得集团认购的康得新 2017 年度

非公开发行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

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会

减持。 

2017 年 10

月 26 日 

2019 年 10

月 26 日 
严格履行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康得新公司 其他承诺 

公司承诺诚信经营、规范发展，持

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积极践行投

资者关系管理，切实保护投资者合

法权益，努力推动中小股东参与公

司治理和重大决策，为股东提供真

实、准确的投资决策依据。 

2015 年 07

月 15 日 
---- 严格履行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

毕的，应当详细说明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 

无 

四、对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10.00% 至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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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272,182 至 321,669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47,43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是由于光学膜二期产能逐步释放，公司在光学材料领域产品种类增加，

产品结构持续高端化，而带来业绩稳步增长。但同时由于下游市场遇冷，

公司增长也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

购入金额 

报告期内售出

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基金 137,584,000.00  425,440.62  137,584,000.00 2,751,680.00 425,440.62 自有资金 

其他 1,719,800,000.00  69,540,024.87  305,154,509.57  1,484,185,515.30 自有资金 

金融衍生

工具 
850,000.00 -850,000.00      自有资金 

合计 1,858,234,000.00 -850,000.00 69,965,465.49 0.00 442,738,509.57 2,751,680.00 1,484,610,955.92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自有资金 279,000 173,400 0 

其他类 自有资金 185,738.4 148,461.1 0 

合计 464,738.4 321,861.1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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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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