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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50                            证券简称：*ST 康得                           公告编号：2020-129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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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

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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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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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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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静 朱烨 

办公地址 
江苏省张家港市环保新材料产业园晨港路

85 号 

江苏省张家港市环保新材料产业园晨港路

85 号 

电话 0512-80151177 0512-80151177 

电子信箱 kdx@kdxfilm.com kdx@kdxfilm.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主要从事先进高分子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1．预涂材料：康得新拥有多条现代化预涂膜生产线，是全球领先的预涂膜生产商。公司可为客户提供全套绿色覆膜、印刷

包装解决方案。产品广泛用于书籍、烟酒、化妆品及奢侈品的印刷、包装、制袋等领域。“康得•菲尔”、“KDX”已成为预涂

膜国内外知名品牌。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2．光电材料：康得新作为全产业链、全系列的光学膜领军企业，设有显示材料、电子材料、挤出材料、隔热和防护材料等

多个事业部的全产业链平台，产品主要包括扩散膜、增亮膜、复合膜、光学基膜、保护膜、硬化膜、胶带、导电薄膜、隔热

膜、安全膜等。产品被广泛用于电视、显示器、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消费电子、汽车、建筑等几大市场。 

（二）经营模式 

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原材料采购、研究开发、生产、检测和销售网络体系。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及自身情况、市场规则和运作

机制，进行生产经营活动。 

1．采购模式 

公司所需的大宗原材料和其它辅助材料均由公司供应链中心负责采购。供应链中心依据公司经营目标，根据订单及各部门物

料需求，形成中短期采购计划。公司已建立了涵盖采购从立项到验收付款全过程的采购管理制度并严格实施，旨在确保生产

所需物料成本可控、供应及时的同时，通过对各关键节点必要的分权管理，杜绝舞弊等不良行为的发生，保证公司供应链的

整体安全与可控。 

2．生产模式 

公司根据客户订单的需求量和交货期进行生产安排，不断开发适应市场和客户需求的差异化产品，优化产品结构，持续提高

产品质量，节能降耗。 

3. 销售模式 

为保持客户的稳定性、保证产品及服务的质量，同时为有利于及时了解市场、不断优化产品结构，公司主要以直接销售模式

为主，由营销部门负责产品的销售、推广等工作。个别产品，如汽车窗膜等，属于面向消费者的终端产品，公司采用直接销

售和经销商销售相结合的模式。 

（三）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1.所属行业发展阶段 

公司主要业务属于先进高分子材料行业，国家新材料产业“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将先进高分子材料列入重点发展六大材料

之一，拥有数万亿的市场规模空间，前景广阔。 

2. 公司所属行业的周期性特点 

公司预涂膜材料产品广泛用于书刊的印刷、包装，以及烟酒、化妆品、电子产品、奢侈品等各类产品的包装、制袋等领域。

下游行业较为成熟，市场规模受经济周期波动影响不大。另下游行业基于自身发展竞争需要，对预涂膜材料产品性能的需求

在不断提升。 

公司光电材料市场终端主要直接面向消费者，不可避免地受宏观经济影响而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2020年以来，随着国家应

对疫情的多项举措生效，乘用车市场有望重拾上升态势。公司的隔热膜、安全膜等产品主要面临的国内建筑市场仍属于发展

初期，受经济和行业发展周期影响较小。 

3.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作为国内较早从事先进高分子材料研发、生产、销售的企业，在预涂材料和光电材料领域产品受到国内外客户的广泛认

可，公司主导和参与制定光学膜技术标准30余项，公司的自主创新能力、技术水平、产品品质、市场地位均为国内领先，掌

握从前端的材料制备到末端生产制造的全产业链核心技术。依托产业平台优势，公司在为客户提供系列化产品的同时，更具

备与客户联合开展前沿研发、为客户提供全套产品解决方案的能力，是全球一线客户的主流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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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7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479,473,748.

12 

9,150,288,411.

38 

9,150,288,411.

38 
-83.83% 

11,789,073,516

.69 

11,789,073,516

.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6,835,380,452.

43 
280,697,327.62 457,581,825.52 -1,593.81% 

2,474,381,792.

14 

2,474,381,792.

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1,752,821,670. 290,091,330.94 412,150,488.46 -525.29% 2,404,535,931. 2,404,535,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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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7 88 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780,924,950.7
8 

1,310,362,817.
25 

1,310,362,817.
25 

-159.60% 
3,661,761,690.

57 
3,661,761,690.

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93 0.08 013 -1,584.62% 0.70 0.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93 0.08 0.13 -1,584.62% 0.70 0.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88% 1.56% 2.51% -48.39% 14.77% 14.77%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7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26,611,089,343

.22 

34,253,707,393

.49 

34,400,470,934

.30 
-22.64% 

34,262,356,436

.88 

34,262,356,436

.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1,464,950,566

.45 

18,134,676,180

.47 

18,311,560,678

.37 
-37.39% 

18,011,782,101

.55 

18,011,782,101

.55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详见：第十二节、财务报告、十六、其他重要事项 1、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37,266,633.79 305,425,029.57 320,731,011.90 316,051,072.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5,954,595.82 -362,863,061.60 -299,456,757.05 -5,867,106,037.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6,246,188.05 -355,853,976.99 -298,473,838.74 -792,247,666.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14,721.82 -186,500,105.11 -381,510,144.77 -221,729,42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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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14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上一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33,141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如有）（参见

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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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参

见注 8）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报告期末

持股数量 

报告期内

增减变动

情况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持有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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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0% 

828,414,6

82 

-23,000,0

00.00 

294,117,6

47 

534,297,0

35 

冻结 828,414,682 

质押 823,694,851 

浙江中泰创赢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75% 

274,365,3
99 

0 0 
274,365,3

99 
  

中国证券金融股 国有法人 2.48% 87,921,21 0 0 87,9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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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 2 2 

深圳前海丰实云

兰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1% 
56,874,91

4 

-56,874,8

52 
0 

56,874,91

4 
冻结 56,874,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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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74,88

3 
0 0 

56,874,88

3 
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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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34,79

2 
0 0 

53,834,79
2 

  

华富基金－宁波

银行－华能贵诚

信托有限公司 

其他 1.12% 
39,812,41

8 
-31,874,3
35 

0 
39,812,41

8 
  

天弘基金－宁波

银行－中航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08% 
38,132,98

3 
0 0 

38,132,9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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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35,987,82

2 
0 0 

35,987,82

2 
  

华福证券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5% 

23,000,00
0 

0 0 
23,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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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因康得集团及中泰创赢涉嫌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公司及控股股东康得集团、实

际控制人钟玉先生于 2018 年 10 月 28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2018 年

10 月 29 日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中泰创赢及其股东中泰创展收到中国证监会《调

查通知书》，因未披露股东间的一致行动关系，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康得集团、实

际控制人钟玉先生、中泰创赢及其股东中泰创展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30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收到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通知的公告》、《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

的公告》（详见编号：2018-118、119 之公告）。该立案调查尚未形成结论，公司无

法判断康得集团与中泰创赢是否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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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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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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公司深耕高分子材料领域，持续开展预涂材料业务及光学材料业务，但受债务危机影响，公司面临资金紧张、

客户流失的困境，盈利水平显著下滑。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9亿元，与去年同比降低83.83%；利润总额亏损68.05亿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亏损

68.35亿元，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266.11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权益114.65亿元。 

本公司各届董事会及管理层为帮助公司摆脱困境，解决债务危机以及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以及生

产合作伙伴，聘请了专业人士，包括咨询机构、财务顾问、注册会计师、执业律师、评估师以及资产管理公司计划开展一系

列举措，包括组织内部自查、对现有组织架构及各部门职能进行优化、持续推动公司业务协同工作和资源整合、开源节流、

降本增效、加强款项回收、持续改善现金流、积极配合证监会立案调查等。同时，在前述专业人士的配合下，董事会和管理

层依法合规地开展清产核资、纾困自救、债务重组、起诉应诉等大量工作。截止本报告公告日，公司尚未有经决策通过的主

营业务处置方案及破产重整或清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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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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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包装类 361,376,942.14 14,110,529.72 19.24% -70.00% -96.00% -34.36% 

光学膜 1,118,096,805.98 151,713,925.86 13.57% -85.66% -95.36% -6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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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营业收入      
1,479,473,748.12  

         
9,150,288,411.38  

-83.83% 

营业成本      
1,258,221,691.85  

         
5,488,020,355.82  

-77.07% 

归属上市公司普通股东的净利润    
-6,835,380,452.43  

            
457,581,825.52  

-1593.81% 

说明：受债务危机及担保诉讼、减值准备等非经常性事项的影响，公司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上市公司普通股东的净利

润较前期出现重大变化。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 公司2018年度的财务报告审计意见类型为无法表示意见，公司股票已自2019年5月6日起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行退市

风险警示，根据公司2020年6月29日披露的《2019年年度报告》及《2019年审计报告》，公司2019年度的财务报告被审计机

构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11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将自公司披露本年度报告之日起，对公司股票实施停牌，并在停牌后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

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2. 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22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送达的《调查通知书》（编号：苏证调字 2019003 号）。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2019 年7月5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事先告知书》。具体情况请参见公司于2019 年7月5日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4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的相关规定，如公司因此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且违法行为属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的，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实行退

市风险警示三十个交易日期限届满后次一交易日， 公司股票将被停牌，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停牌后的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

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并在公司股票暂停上市起六个月期限满后的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终止上市的决定。截止本

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所涉事宜的最终调查结论，公司将对其进展情况进行持续披露。 

3.公司于2020年6月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送达的《调查通知书》（编号：稽总调查字 200505号、稽总调查

字 200480号、稽总调查字 200538号、稽总调查字 200546号），因涉嫌债券市场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证监会决定对公司、钟玉、纪福星、周桂芬立案调查,公司目前尚处于立案调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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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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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通过自查，发现2018年度会计处理存在差错，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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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子公司张家港康得新光电材料有限公司将不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已背书且在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的商业承

兑汇票”进行了终止确认的会计处理； 

2、公司子公司康得新（美国）有限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不准确； 

3、公司子公司张家港康得新光电材料有限公司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报告应纳所得税与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存在差

异； 

4、公司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康得菲尔实业有限公司在计算当期所得税及递延所得税时，未考虑公司实际已不符合高

新企业条件的情形； 

5、公司在核算政府补助过程中，在区分是否与企业日常活动有关时，存在分类错误； 

6、公司将不满足确认条件的担保事项确认了预计负债。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上述会计差错更正采用追溯重述法，影响2018年度合并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如下：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受影响的期间报表项目

名称 

2018年12月31日 

更正前金额 差错更正累计影响金额 更正后金额 

应收票据 105,082,497.24   26,062,250.14  131,144,747.38 

存货 606,222,968.57   22,899,876.25  629,122,844.82  

其他流动资产 270,010,056.95  95,772,030.24  365,782,087.19  

递延所得税资产 159,348,287.99 2,029,384.18  161,377,672.17  

应交税费 260,576,287.21  5,933,592.65  266,509,879.86  

其他流动负债 1,499,814,937.11  26,062,250.14  1,525,877,187.25  

预计负债 62,116,799.88  -62,116,799.88  --  

盈余公积 830,159,316.37   6,211,679.99  836,370,996.36  

未分配利润 6,823,909,678.95   170,672,817.91  6,994,582,496.86  

（2）利润表项目 

受影响的期间报表项目

名称 

2018年度 

更正前金额 差错更正累计影响金额 更正后金额 

其他收益 31,214,562.83    15,059,752.62 46,274,315.45 

资产减值损失 1,451,738,988.05    -22,899,876.25 1,428,839,111.80  

营业外收入 19,122,700.73   -15,059,752.62  4,062,948.11  

营业外支出 69,693,155.57 -62,116,799.88  7,576,355.69  

所得税费用 58,794,587.13 -91,867,821.77  -33,073,234.64  

（3）现金流量表项目 

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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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第十二节、财务报告“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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