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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本公司、康沃、康沃动力 指 江苏康沃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会 指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三会议事制度 指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

议事规则》 

股东大会 指 江苏康沃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江苏康沃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江苏康沃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管理层 指 
对公司决策、经营、管理负有领导职责的人员，包括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主办券商 指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报告期 指 2018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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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刘言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配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单

娟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事项 是或否 
是否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季度报告内容异议事项或无法保证其真实、准确、

完整 
否 

是否存在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的董事 否 

是否存在豁免披露事项 否 
 

1、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季度报告内容存在异议或无法保证的理由 

不适用 

2、 列示未出席董事会的董事姓名及未出席的理由 

不适用 

3、 豁免披露事项及理由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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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中文全称 江苏康沃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Jiangsu Kangwo Power Technology Co.,Ltd 

挂牌时间 2015-6-03 

证券简称 康沃动力 

证券代码 832540 

转让方式 集合竞价 

法定代表人 刘言刚 

董事会秘书 聂彦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0557118575F 
注册资本 9145 万 

注册地址 江苏省昆山市花桥镇横塘路 

联系电话 0512-50136685 

办公地址 江苏省昆山市花桥镇横塘路 38号 

注：公司于2017年12月27日收到股转系统函【2017】7465号《关于江苏康沃动力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尚未完成新增股份转让登记

，而2017年年度审计报告中是按照定增完成后103,024,364股的股本进行核算，截止本报告

披露日，公司尚未完成股本变动工商登记，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亦是以103,024,364股列示

股本的。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866,838,737.81 951,437,525.10 -8.8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97,365,302.97 488,510,009.36 1.8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2.62% 48.66% -12.41% 

资产负债率%（合并） - - -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80,335,332.06 48,307,923.07 66.3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55,293.61 4,134,502.50 114.1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434,309.91 4,143,329.58 103.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355,725.00 -32,346,604.04 -139.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5 8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5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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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0% 1.28% 40.6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企业正常经营业务密

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

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0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016.30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495,983.70 

所得税影响数 75,000.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420,983.70 

 

（三）截至报告期末的普通股股本结构、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普通股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46,186,750 50.50% 11,574,364 57,761,114 56.07%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802,750 3.06% - 2,802,750 2.72% 

      董事、监事、高管     75,000 0.08% - 75,000 0.07%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45,263,250 49.50% - 45,263,250 43.93%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5,038,250 49.25% - 45,038,250 43.71% 

      董事、监事、高管 225,000 0.25% - 225,000 0.22%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91,450,000 - 11,574,364 103,024,364 - 
     普通股股东人数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

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限

售股份数量 

期末持有无限

售股份数量 

1 刘言刚 35,185,000 - 35,185,000 34.15% 34,163,250 1,021,750 

2 刘配勇 10,593,000 - 10,593,000 10.28% 9,000,000 1,593,000 

3 高建华 5,014,000 - 5,014,000 4.87% - 5,014,000 

4 北京朗玛

永安投资

管理股份

公司 

- 3,636,364 3,636,364 3.53% - 3,636,364 

5 东方证券

股份有限
3,305,000 - 3,305,000 3.21% - 3,3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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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6 浙商证券

资管－国

泰君安－

浙商金惠

新三板启

航 1号集

合资产管

理计划 

2,203,000 920,000 3,123,000 3.03% - 3,123,000 

7 九泰基金

－中信证

券－九泰

基金－康

沃 1号资

产管理计

划 

3,116,000 -21,000 3,095,000 3.00% - 3,095,000 

8 张有萍 2,063,000 - 2,063,000 2.00% 1,875,000 188,000 

9 昆山中启

机器人智

能制造产

业投资中

心（有限

合伙） 

- 1,818,000 1,818,000 1.76% - 1,818,000 

10 宁波梅山

保税港区

雅瑞悦世

投资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 1,800,000 1,800,000 1.75% - 1,800,000 

合计 61,479,000 8,153,364 69,632,364 67.58% 45,038,250 24,594,114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前十位股东中，刘配勇与刘言刚为父子关系，刘配勇与张有萍为夫妻关系，其他相互之间无其他关联关

系。 

 

 

（四）截至报告期末优先股的基本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项目  期初股份数量   数量变动 期末股份数量 

计入权益的优先股 - - - 
计入负债的优先股 - - - 

优先股总股本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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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截至报告期末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代码 简称 债券类型 融资金额 票面利率% 存续时间 
是否

违约 

- - - - - - - 

合计 - - - - - - 

债券违约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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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一）重要事项的合规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事项 
是否存在重要

事项 

是否经过内

部审议程序 

是否及时履

行披露义务 

临时公告查

询索引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否 - - - 

对外担保事项 否 - - - 

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

资产的情况 
否 - - - 

对外提供借款事项 否 - - - 

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 是 是 是 

2018-001； 

2018-003； 

2018-007； 

2018-008； 

2018-023； 

2018-026。 

偶发性关联交易事项 否 - - - 

须经股东大会审议的收购、出售资

产、对外投资事项或者本季度发生的

企业合并事项 

否 - - - 

股权激励事项 否 - - - 

承诺事项 是 是 是 
公开转让

说明书； 

2016-052 

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

押、质押的情况 
是 是 是 2018-008 

被调查处罚的事项 否 - - - 

失信情况 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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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刘言刚持有公司35,185,000股，持股比例34.15%；股东刘配勇持有公司

10,593,000股份持股比例10.28%；股东张有萍持有公司2,063,000股份，持股比例2.01%，三人为一致行

动人，合计持有47,841,000股，合计占比46.44%，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已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发布的《关于预计2018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3》，

公司预估在2018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金额为250,000.00万元(根据之前年度的实际情况，一般情形下一

笔贷款需要公司一致行动人3人同时提供担保，故预计关联交易金额较高)。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

31 日，公司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公司控股股东刘言刚及一致行动人刘配勇、张有萍分别为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

分行贷款提供无偿担保2,000.00万元，构成日常性关联交易共计人民币6,000.00万元。 

（2）、公司与远东宏信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业务，租赁成本1,750.00万元，实

际控制人刘言刚、刘配勇、张有萍为该协议下的全部义务提供连带保证。 

2、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1）、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为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同业竞争，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保证公司长期稳健发展，公司所有股

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向公司签署并向公司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书》，

承诺不会存在同业竞争情况。 

 截至本告报出具日，承诺人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2）、防范关联资金占用承诺  

为了较好的规避关联方占用资金，公司承诺将严格执行《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公

司治理制度，不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违规资金、资产或其他资源占用；公司实际控

制人出具《承诺函》，承诺不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或其他资源。 

 （3）、提前使用募集资金  

2016 年 8 月，公司实际控制人刘配勇先生、刘言刚先生、张有萍女士出具募集资金使用承诺函，

“未来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业务规则（试行）》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规定，杜绝任何违规使用募集资金

的行为；本人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如本人违反承诺给挂牌公司及投资者造成损失的，由本人承担

赔偿责任。 

公司已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完善募集资金使用的具体规定，强化各方义务和责任，对于违规

使用募集资金的决策主体追究责任，并于 2016年 8月 23日披露了《关于违规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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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2016-052）。 

除上述事项外，本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金的

使用和管理不存在其他违规情况。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承诺人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资产 
权利受限类

型 
账面价值 占总资产的比例 发生原因 

货币资金 质押 1,787,000.00 0.20% 
公司将银行存款 1,787,000.00 元

作为办理银行承兑汇票的保证金； 

固定资产 -

运输设备 
抵押 307,261.22 0.04% 

尼桑车账面价值 320,610.20 元用

于公司用于向裕融租赁有限公司

抵押获取融资租赁款项期末余额

41,450.36 元； 

固定资产 -

不动产 
抵押 139,184,710.95 16.06% 

公司房产 140,287,114.96 元用于

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

行取得 6,000.00 万元抵押借款； 

在建工程 -

自有设备 
抵押 39,758,900.00 4.59% 

公司将账面价值 39,758,900.00

元自有设备用于向苏商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获取融资租赁期末余额

5,751,759.31 元； 

在建工程 -

自有设备 
抵押 4,517,035.80 0.52% 

公司将账面价值 4,517,035.8 元

自有设备用于向仲利国际租赁有

限公司获取融资租赁期末余额

3,514,200.00 元； 

固定资产 -

自有设备  
抵押 4,604,166.70 0.53% 

公司将账面价值 4,722,916.69元

自有设备用于向浩瀚（上海）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获取融资租赁期末

余额 3,291,181.84 元； 

在建工程 -

自有设备 
抵押 27,703,740.00 3.19% 

公司将账面价值 27,703,740.00

元自有设备用于向苏州新合盛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获取融资租赁期

末余额 17,222,222.22 元； 

在建工程 -

自有设备 
抵押 17,500,000.00 2.02% 

公司将账面价值 17,500,000.00

元自有设备用于向远东宏信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获取融资租赁期末

余额 16,133,151.36 元； 

总计 - 235,362,814.67 27.15% - 
 

                                                               

（二）报告期内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致力于打造中国高端发动机领先品牌，报告期内诚信经营，照章纳税，促进企业发展和经济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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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的同时,为客户、股东创造更多价值。公司践行“敢于想、勇于做、懂坚持”的理念，通过对各项制度

的完善，把实现和维护全体员工的利益提升至战略高度，促进员工的身心健康，提升企业的凝聚力，实

现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公司历来把企业的发展战略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相结合，将社会责任的发展规划

和践行自身的发展目标相结合，把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贯穿于企业经营和管理的各个环节。 

 

（三）报告期内利润分配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股 

报告期内的利润分配情况 

股利分配日期 
每 10股派现数 

（含税） 
每 10 股送股数 每 10 股转增数 

- - - - 

合计 - - - 

报告期内的利润分配预案 

项目 每 10股派现数（含税） 每 10股送股数 每 10 股转增数 

利润分配预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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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录 

（一） 财务报告的审计情况 

是否审计 否 

审计意见 - 

审计报告中的特别段落 - 

审计报告编号 - 

审计机构名称 - 

审计机构地址 - 

审计报告日期 - 

注册会计师姓名 - 

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变更 -  

审计报告正文： 

无 

 

（二） 财务报表 

1. 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度末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0,568,630.27 162,913,056.46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18,865,400.44  

应收账款 319,509,321.55 294,954,683.89 

预付款项 51,583,871.44 44,400,401.90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8,815,788.93 20,891,147.08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39,710,434.63 27,918,542.58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0,657,843.60 11,249,83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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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产合计 479,711,290.86 562,327,668.62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00,000.00 500,00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67,060,523.16 169,231,421.85 

在建工程 100,987,923.30  100,937,509.22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15,775,757.75 15,798,450.67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130,094.33  

递延所得税资产 980,266.96 949,593.29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1,692,881.45 101,692,881.45 

非流动资产合计 387,127,446.95   389,109,856.48 

资产总计 866,838,737.81 951,437,525.10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44,990,000.00 184,99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25,824,391.47 32,305,724.29 

应付账款 113,479,023.28 171,460,371.50 

预收款项 9,815,900.55 5,390,352.0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1,080,046.85 2,154,778.44 

应交税费 2,289,058.29 6,018,619.90 

应付利息 452,736.85 305,700.68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6,540,486.95 16,887,703.15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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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2,772,232.44 20,960,735.03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337,243,876.68    440,473,984.99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32,229,558.16 22,453,530.75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32,229,558.16 22,453,530.75 

负债合计 369,473,434.84      462,927,515.74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103,024,364 103,024,364.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300,861,682.56 300,861,682.56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8,462,396.28 8,462,396.28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85,016,860.13 76,161,566.5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497,365,302.97 488,510,009.36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497,365,302.97 488,510,009.3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866,838,737.81      951,437,525.10 

法定代表人：刘言刚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配勇           会计机构负责人：单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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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80,335,332.06 48,307,923.07 

其中：营业收入 80,335,332.06 48,307,923.07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70,413,323.28 43,223,107.18 

其中：营业成本 57,026,311.63 35,000,078.88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508,480.41 746,447.16 

销售费用 861,073.62 391,812.47 

管理费用 8,452,625.33 5,809,941.04 

财务费用 3,360,341.15 1,064,307.25 

资产减值损失 204,491.14 210,520.38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他收益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9,922,008.78 5,084,815.89 

加：营业外收入 500,000.00  

减：营业外支出 4,016.30 8,827.08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0,417,992.48 5,075,988.81 

减：所得税费用 1,562,698.87 941,486.31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8,855,293.61 4,134,502.50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 8,855,293.61 4,134,502.50 

2.终止经营净利润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少数股东损益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855,293.61 4,134,502.50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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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8,855,293.61 4,134,502.5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8,855,293.61 4,134,502.50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9 0.05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9 0.05 

法定代表人：刘言刚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配勇           会计机构负责人：单娟 

 

3. 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8,745,422.00 23,711,707.19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8,983,630.24 3,670,618.5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7,729,052.24 27,382,325.6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94,597,296.18 39,856,788.02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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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376,201.57 1,988,730.58 

支付的各项税费 8,143,546.30 7,601,626.3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8,967,733.19 10,281,784.7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5,084,777.24 59,728,929.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355,725.00 -32,346,604.0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9,431,428.58 23,588,209.67 

投资支付的现金  500,000.00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9,431,428.58 24,088,209.6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431,428.58 -24,088,209.67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5,000,000.00 25,0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7,5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2,500,000.00 25,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55,000,000.00 39,5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977,052.43 1,085,443.56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912,475.18 8,544,946.44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3,889,527.61 49,130,39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389,527.61 -24,130,39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38,176,681.19 -80,565,203.7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56,958,311.46 90,417,711.1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8,781,630.27 9,852,507.39 

法定代表人：刘言刚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配勇           会计机构负责人：单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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