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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各位董事： 

康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已经苏亚金诚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苏亚锡审[2022]66 号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表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1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现将 2021 年度

合并财务报表反映的主要财务情况报告如下： 

 

一、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或 2021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或 2020 年度 

同比增减

（%） 

营业收入 128,621.33 102,310.16  25.72  

净利润 2,754.18 -16,277.44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45.47 -16,139.58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71.07 -17,775.48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604.92 -46,868.85  不适用  

总资产 800,142.88 714,021.83  12.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83,593.29 395,225.52  22.36  

 

二、财务状况分析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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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同比增减

（%） 
说明 

货币资金  69,958.61   32,005.24   118.58  
主要系筹资活动使得货币资金有

所增加 

应收账款  14,344.40   29,904.15   -52.03  主要系公司本年加大了回款力度 

其他应收款  1,669.13   3,965.49   -57.91  
主要系本期提前偿还融资租赁款

收回较多保证金 

存货  377,251.85   326,146.22   15.67  

主要系储备林等林地项目建设增

加了林木资产价值，同时集装箱

底板产量增加致原材料和库存商

品有所增加 

投资性房地产  2,135.34   1,345.34   58.72  
主要系资产出租致投资性房地产

价值增加 

在建工程  533.31   5,628.01   -90.52  
主要系天欣公司厂房建设项目转

入固定资产 

长期待摊费用  5,298.85   8,231.58   -35.63  
主要系林业基地防火隔离带及道

路等基础设施摊销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6,786.42   4,791.91   41.62  
主要系子公司亏损确认的递延所

得税资产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2,288.01   3.22   70,956.21  主要系预付的工程设备款增加 

应付债券  -     9,975.02   -100.00  
主要系偿还了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 

长期应付款  -     13,404.94   -100.00  主要系偿还融资租赁款所致 

 

三、经营成果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同比增减

（%） 
说明 

营业收入  128,621.33   102,310.16   25.72  
主要系 2021 年初集装箱底板行

情回暖 

营业成本  106,486.55  97,502.05 9.21 主要系收入增加，成本有所增长 

销售费用  2,559.68  1,308.97 95.55 
主要系本年服务费等其他销售费

用由于集装箱底板销量提高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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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同比增减

（%） 
说明 

增加 

管理费用  7,490.71   10,973.12   -31.74  
主要系森林资源资产管理维护支

出有所减少 

研发费用  4,956.13   4,230.41   17.15  
主要系集装箱底板行业标准提

高，研发投入有所增加 

财务费用  7,131.90   11,380.21   -37.33  

主要系非公开发行后提前偿还了

部分融资租赁款和贷款致利息支

出减少 

其他收益 2,996.80 2,596.26 15.43 主要系退税款增加 

投资收益  -236.03    主要系处置应收账款产生 

信用减值损失  909.13   -258.09   不适用  主要系应收账款余额减少产生 

资产处置收益  -59.95   2,585.82   -102.32  
主要系本年处置固定资产产生，

上年主要系林地资源流转收益 

营业外收入  303.93   5.27   5,667.99  主要系获得消防赔偿款 

营业外支出  184.43   1,277.17   -85.56  
主要系本年报废损失，上年为处

置原材料损失 

所得税费用  109.52   -3,957.10   不适用  主要系利润增加 

 

四、现金流量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同比增减

（%） 
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8,604.92  -46,868.85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本年收入增长同时产

量提升采购了较多原材料，较上

年新冠疫情影响下的经营活动现

金流有所好转；上年公司获得国

家储备林项目的专项贷款资金，

并进行储备林营造，本年亦投入

部分资金进行林地项目建设增加

了林木资产的价值  

投资活动产生的  -28,814.95   -38,938.12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本年因融资需要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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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同比增减

（%） 
说明 

现金流量净额 结构性存款，并且支付了工程设

备款及结清上年剩余的林地资源

购置款，而上年支付了并购嘉善

新华昌木业的最后一期股权支付

款，同时执行前期已签订的林地

收购合同，支付了森林资源资产

林地使用权的款项；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2,250.39   92,029.11   -10.63  

主要系公司本年非公开发行股

票，年末融资较为集中，而上年

公司获得国家储备林项目建设贷

款，同时公司股东在疫情期间对

公司进行了资金支持  

 

以上报告请各位董事审议。 

 

 

 

                                     康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