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两大应收账款客户指向以晴集团

*ST康得百亿营收成疑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从昔日千亿市值白马股，到接连财务“爆雷” 、诉讼缠身、工厂停产，围绕*ST康得122亿元货币资金去向，一 年 净 利 润 超 过 20 亿 却 还 不 起 15 亿 元 债 券 等 谜 团 一 直 未 解 开 。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研发现，*ST康得日前披露的前两大应收账款客户十分蹊跷。 这两家客户和公司合作期限不到一年，即分别形成了7.12亿元和6.13亿元的应收账款。 在公司2018年年报中，二者还调减了9.24亿元销售金额。 按此推算，应该位列公司2018年前三大客户。 而两家客户背后均指向“名不见经传”的厦门以晴集团。 围绕*ST康得和大股东康得集团背后，还有众多“隐秘伙伴”。 公司是否财务造假仍疑云重重。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多个信源处获悉，*ST康得一年的真实销售额在20亿-30亿元。 2013年，彼时以预涂膜为主要业务的*ST康得，就被媒体质疑过隐瞒与海外大客户的关联关系，向美国出口的业务存疑。

6月10日，中国证券报记者多次拨打了 *ST康得证券部电话，但一直处于占线中。

前两大应收账款客户之谜

自从2012年年报起，*ST康得即不再公开前五大客户和供应商名单。 当时给出的原因是“属于重要的商业机密” 。 *ST康得近百亿营收背后，前五大客户一直颇为神秘。

5月31日，*ST康得公告了《关于2018年年报的问询函的回复》。 在这份公告中，公司仍未披露具体客户名单，仅以客户编号代替。

此前的4月30日，*ST康得发布2018年年报，时任三名独董杨光裕、张述华、陈东发表异议声明时称，“截至2018年底，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60.94亿元，相应计提坏账准备12.28亿元。从应收账款的历史数据和回款情况分析，我们认为这些应收账款全额或大部分收回的可能性不大，进而对营业收入的真实性表示存疑。”

在*ST康得问询函回复公告中，列出了公司前5位应收账款对象。 其中，前两位是“客户2” 、“客户1” ，注册地分别是云南省红河州和福建省龙岩市。 这两家客户开始合作日期分别为2018年6月27日和2018年3月31日，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分别为7.12亿元和6.13亿元。

某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李明向中国证券报记者分析，这两家客户和*ST康得合作时间不到一年，到2018年年底销售金额就分别超过了6亿元，且形成的应收账款均超过6亿元。 这确实比较反常。

而中国证券报记者据此线索进行追踪，围绕公司前五大客户发现了更多蹊跷。

*ST康得2018年年报显示，公司前五大客户合计销售金额29.73亿元，占总额的32.49%。 其中，前四名客户销售额分别为11.37亿元、6.95亿元、5.84亿元、3.04亿元。 李明表示，按照公司目前披露的信息推算，*ST康得应收账款前两名客户应该排在公司前三大客户中。

此外，《关于2018年年报的问询函的回复》显示，*ST康得第四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6.84亿元，原因是对2018年度公司账面原已确认的部分营业收入进行了销售退回账务处理。

这两家客户名称正好是“客户1”、“客户2”，金额分别由5.95亿元调减为1.7亿元，由6.59亿元调减为1.60亿元，合计调减9.24亿元。对此，*ST康得证券部人士表示，公司回复公告中多次出现的“客户1”是指同一客户，“客户2”也是这种情况。

这意味着，两家客户不仅在一年内形成了13.25亿元的应收账款，还在2018年底共调减了9.24亿元销售收入。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ST康得内部人士处获悉，这两家客户关联的公司同时又是*ST康得的供应商。

对此，*ST康得在回复公告中解释，公司与两家客户为受托加工业务模式，具体为公司从这两个客户指定的供应商处采购材料加上自产膜材加工后对外销售。 其中特别提到，该供应商由客户指定，客户与供应商系高管任职形成关联关系。 由于前期收入确认方法不恰当，故由总额法变成净额法。

李明认为，由于*ST康得和其年审会计师都在公告中表示，资料不完整不充分，在此情况下进行销售退回的账务处理是否合理？ 往年都没有，为何2018年大规模进行销售退回账务处理？ 公司第四季度营收为负，前三季度操纵财务数据的嫌疑很大。 而且上市公司定期报告的财务数据披露后都会对公司股价产生影响，在第四季度进行销售退回，核减营收，信息披露是否合规？

此外，*ST康得回复公告中其他客户信息也存在疑点。 应收账款金额排名第三的“客户16” ，注册资本只有1港元。 但应收账款达5.42亿元。 公司还对该客户计提了2.27亿元的坏账准备。

两大客户均指向以晴集团

*ST康得公告中的“客户1” 、“客户2” ，注册地分别在福建省龙岩市和云南省红河州。 这两家神秘客户究竟是谁？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ST康得内部人士处获得的一份公司2018年客户名单显示，*ST康得在福建省龙岩市只有一家客户，福建冠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产品为“3D手机配件、裸眼3D” 。

天眼查显示，福建冠睿注册资本8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张庆波，注册地址为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工业园区以晴生态园，经营范围为“手机、平板计算机、电视、电子元器件、电容式触摸屏元器件、SMT电路板、航空模型……” 。 *ST康得在回复公告中称，客户1的法定代表人为“张**” ，经营范围等其他信息与公告的信息一一对应。

公司在云南省红河州也只有一家客户，名称为红河中汇通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产品也是“3D手机配件、裸眼3D” 。 天眼查显示，红河中汇通注册资本8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金蠔榕，注册地址为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ST康得在回复公告中称，客户2的法定代表人为“金**” ，经营范围等其他信息与公告的信息一一对应。

值得注意的是，福建冠睿和红河中汇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天眼查显示，福建冠睿股东变更记录显示，2016年6月，金蠔榕曾是福建冠睿的法定代表人，2017年8月，法定代表人由金蠔榕变更为张庆波。

而这两家公司均指向厦门以晴集团。 天眼查显示，以晴集团（2018年11月更名为厦门西翎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也是金蠔榕。 以晴集团官网显示，公司是一家产业涵盖光电高科、生物工程、生态旅游等领域的多元化集团公司，拥有福建以晴连城生态科技园、云南以晴红河科技园等。 这两个科技园与福建冠睿、红河中汇通的注册地址分别对应。

6月1日，中国证券报记者来到位于龙岩市连城县工业园区以晴生态园。 生态园内很多楼都是空的，只有一个厂房在生产，有些厂房还未建成，里面堆着建筑垃圾。 生态园门口立着福建冠睿招聘启事的展板，展板已经陈旧。 而生态园内的福建冠睿公司大门已经上锁，里面是空的。 从玻璃大门看进去，可以看到公司名称上面清晰的写着“Sunelan以晴” 。 福建冠睿保安人员介绍，公司最近确实没有在生产。 中国证券报记者随后拨打招牌启事上的电话，公司却表示仍在正常生产经营。

*ST康得裸眼3D业务相关人士王晶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以晴集团当初是钟玉控制的康得集团介绍的客户。 国内产品叫以晴手机，国外以代工为主，销往东南亚，手机单价在700元以内，平板在500元以内。 2017年，*ST康得与以晴集团谈过一个业务，在以晴的手机上加装*ST康得的裸眼3D模组。

“当时就有高管表示反对，认为以晴以低端手机为主，而公司裸眼3D客户定位为中高端企业。 这样的合作不符合商业逻辑。 最后，*ST康得以很低的价格向以晴供货，总共提供了三四万套裸眼3D产品，一共几百万元。 后来听说又签了10亿元的合同，肯定有问题，因为公司裸眼3D业务开展的并不好，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王晶说。

一位资深手机行业专家表示，以晴集团确实比较神秘。 一般手机产业链公司会有比较广泛的沟通，但是以晴和国内手机产业链沟通不太多。 业内听说过以晴是因为公司2014年宣布要做一个几个亿的触控显示项目，但由于触控显示后来一片红海，目前在国内各大品牌手机中均没有看到以晴的身影。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淘宝、京东上均未搜索到以晴手机的产品。

该专家说，在手机行业，裸眼3D并没有为广大消费者接受，主流手机厂家也不接纳裸眼3D。 裸眼3D销售不畅，没有太多的终端客户和实现规模化应用。 *ST康得智能显示大屏运营平台副总裁王云2018年12月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裸眼3D发展慢的原因有两个，除了片源的问题，第二个原因是裸眼3D产品的价格偏高，市场容量没有发展起来。 在公司官网案例介绍上，也只有2017年11月，三星推出的全球首款裸眼3D笔记本电脑———三星“瞳3D” ，采用的是*ST康得裸眼3D三代技术这一个案例。

营收规模是否真实

*ST康得成立于2001年，主要产品为光学膜、预涂膜等膜材料，一度被誉为“中国的3M” 。 此后，公司涉足裸眼3D、碳纤维等一系列颠覆性产品。

2010年-2017年，*ST康得的营业收入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每年均超过20%，成为A股曾经鼎鼎有名的白马股。 自2010年上市以来，公司股价最高涨幅近十倍，并在2017年跻身千亿市值公司之列。 2018年至今，公司股价下跌88%，市值仅剩不足百亿元。

为何千亿市值白马股一夜陨落，公司百亿营收是否真实，这些成为市场质疑的焦点。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多个信源处获悉，*ST康得一年的真实销售额在20亿-30亿元。 “公司2019年一季度营收5.37亿元，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3.06亿元。 这比较接近公司的真实情况。 ”王晶说。

*ST康得光电板块相关人士张勤介绍，*ST康得业务主要包括三大板块，预涂膜、光电板块和裸眼3D。 光电板块一年的销售金额20亿元左右，在上市公司中占比70%左右，是上市公司的盈利主体。 目前客户包括京东方、三星、TCL、海信、冠捷等，单个客户一年的销售额在1亿元左右。 这些都是优质客户，回款及时。 公司预涂膜业务属于传统业务，由于竞争激烈，差不多收支平衡。 光电板块刚刚盈利，主要是因为下属的柔性材料事业部和大屏触控事业部还处于亏损状态。 柔性事业部客户都不是固定、长期的客户，还是试用订单。 大屏触控事业部投资大，但性价比并不高。 当初上这两个项目的时候，很多公司高管都不赞成。 而裸眼3D板块目前基本没有客户，还是亏损的。

而*ST康得2018年年报显示，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91.50亿元。 其中，印刷包装类产品营业收入为12.05亿元，占比13.17%；光学膜收入77.97亿元，占比85.21%；其他业务14.83亿元，占比1.62%。

*ST康得采购方面人士介绍，公司正常经营时每个月采购金额在1亿元左右。 按照公司2018年40%的毛利率估算，一个月的营收2.5亿元，一年营收大概30亿元。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得的一份*ST康得2017年内部预算表格显示，公司在2017年初预计全年净利润为-3.78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海外收入一直在*ST康得收入中占据重要比重。 2018年年报显示，公司境外收入为32.63亿元，占比35.66%。 对此，张勤表示，公司海外订单大部分来自预涂膜，光电板块一年海外收入2亿元左右，但预涂膜的收入并没有这么多。 *ST康得2018年年报显示，公司2018年印刷包装类产品营业收入为12.05亿元。 2013年，彼时以预涂膜为主要业务的*ST康得，就被媒体质疑过隐瞒与海外大客户的关联关系，向美国出口的业务存疑。

与沣沅弘关系密切

同时，围绕大股东康得集团存在复杂的资本关系网，其中包括2012年现身*ST康得定增认购名单的沣沅弘（北京）控股集团。

2018年5月18日，*ST康得在回复深交所2017年年报问询函中指出，大股东康得集团“主要资产为长期股权投资83.49亿元、可供出售金额资产39.24亿元。 ”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得的一份《康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7-2019年度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协议》显示，截至2017年末，康得集团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金额较高的有：上海甄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年末余额12.41亿元；霍尔果斯力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年末余额11.05亿元；湖北长江蔚来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5亿元；新疆沣华鼎盛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亿元。

其中，除了长江蔚来以外，其他三家公司都指向了沣沅弘（北京）控股集团这家公司。

天眼查显示，上海甄达法人代表和主要股东是安黎明。 安黎明在沣沅弘旗下多家公司任职，包括担任沣沅弘旗下北京富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财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经理。 据一家招聘网站信息，安黎明曾是沣沅弘的运营总监。

霍尔果斯力成股东由两位自然人组成，但其在工商处登记的邮箱是“alm@fortunefountaincapital.com”，fortunefountaincapital（FFCL）的母公司正是沣沅弘。

由沣华盛鼎发行的“沣华盛鼎6号基金”产品介绍页面显示，沣华盛鼎为沣沅弘（北京）控股集团控股子公司。“沣华盛鼎6号基金”2016年成立，主要“投资于康得新股票定向增发业务，定增成本为17.5元/股。”

由于*ST康得2016年定增48亿元全部由康得集团现金认购，应该可以推定沣华盛鼎6号基金参与的是2015年康得新的30亿元定增。 回查公告发现，2015年赢盛通典认购了30亿元。 股东穿透发现，赢盛通典最终的大股东是沣沅弘。

沣沅弘与*ST康得的关系可以追溯到2012年。 公司首次非公开发行中，新疆华沣融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了1.98亿元。 新疆华沣彼时的股东新疆嘉华沣沅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之一是沣沅弘。

据媒体报道，沣沅弘集团以操盘*ST康得起家，一度获利高达10亿元。

2018年12月28日，扬杰科技的一则公告，也披露了沣沅弘与*ST康得的关系。 公告显示，公司投资了沣沅弘旗下新纪元开元57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5000万元，该资管计划资金投资于康得集团基于其持有的*ST康得股票收益权设立的信托计划。 在康得集团违约发生后，沣沅弘同意受让扬杰科技份额，但4600万元却被康得集团截留挪做他用。

同样参与*ST康得2015年定增，目前位列公司前四大股东的深圳前海丰实云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也与康得集团关系密切。 丰实云兰大股东为上海丰实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后者是上海康珑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38.5%的股东。 上海康珑丰法定代表人为钟玉，由康得集团和*ST康得参股，公司已于2017年1月注销。 （文中李明、王晶、张勤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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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9年度非公开定向债务

融资工具发行协议》 显示， 截至

2017年末， 康得集团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金额较高的有：上海甄达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 年末余额12.41

亿元；霍尔果斯力成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年末余额11.05亿元；湖

北长江蔚来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

有限合伙，5亿元； 新疆沣华鼎盛

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亿元。

其中， 除了长江蔚来以外，其

他三家公司都指向了沣沅弘 （北

京）控股集团这家公司。

天眼查显示，上海甄达法人代

表和主要股东是安黎明。安黎明在

沣沅弘旗下多家公司任职，包括担

任沣沅弘旗下北京富君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北京财迅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经理。 据一家招聘网站信息，

安黎明曾是沣沅弘的运营总监。

霍尔果斯力成股东由两位自

然人组成，但其在工商处登记的邮箱

是“alm@fortunefountaincapi-

tal.com” ，fortunefountaincapi-

tal（FFCL）的母公司正是沣沅弘。

由沣华盛鼎发行的“沣华盛鼎

6号基金”产品介绍页面显示，沣华

盛鼎为沣沅弘（北京）控股集团控

股子公司。 “沣华盛鼎6号基金”

2016年成立，主要“投资于康得新

股票定向增发业务， 定增成本为

17.5元/股。 ”

由于*ST康得2016年定增48

亿元全部由康得集团现金认购，应

该可以推定沣华盛鼎6号基金参

与的是2015年康得新的30亿元定

增。 回查公告发现，2015年赢盛通

典认购了30亿元。 股东穿透发现，

赢盛通典最终的大股东是沣沅弘。

沣沅弘与*ST康得的关系可

以追溯到2012年。 公司首次非公

开发行中，新疆华沣融信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了1.98

亿元。新疆华沣彼时的股东新疆嘉

华沣沅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

东之一是沣沅弘。

据媒体报道，沣沅弘集团以操

盘*ST康得起家，一度获利高达10

亿元。

2018年12月28日， 扬杰科技

的一则公告， 也披露了沣沅弘与

*ST康得的关系。 公告显示，公司

投资了沣沅弘旗下新纪元开元57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5000万元，

该资管计划资金投资于康得集团

基于其持有的*ST康得股票收益

权设立的信托计划。在康得集团违

约发生后，沣沅弘同意受让扬杰科

技份额， 但4600万元却被康得集

团截留挪做他用。

同样参与*ST康得2015年定

增，目前位列公司前四大股东的深

圳前海丰实云兰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也与康得集团关系密切。 丰实

云兰大股东为上海丰实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后者是上海康珑丰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38.5%的

股东。上海康珑丰法定代表人为钟

玉， 由康得集团和*ST康得参股，

公司已于2017年1月注销。 （文中

李明、王晶、张勤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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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大应收账款客户指向以晴集团

*ST康得百亿营收成疑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从昔日千亿市值

白马股， 到接连财务

“爆雷” 、诉讼缠身、工

厂停产，围绕*ST康得

122亿元货币资金去

向， 一年净利润超过

20亿却还不起 15亿

元债券等谜团一直未

解开。

中国证券报记者

调研发现，*ST康得日

前披露的前两大应收

账款客户十分蹊跷。这

两家客户和公司合作

期限不到一年，即分别

形 成 了 7.12 亿 元 和

6.13亿元的应收账款。

在公司 2018年年报

中，二者还调减了9.24

亿元销售金额。按此推

算 ， 应该位列公司

2018年前三大客户。

而两家客户背后均指

向“名不见经传” 的厦

门以晴集团。 围绕*ST

康得和大股东康得集

团背后，还有众多“隐

秘伙伴” 。 公司是否财

务造假仍疑云重重。中

国证券报记者从多个

信源处获悉，*ST康得

一年的真实销售额在

20亿-30亿元。 2013

年，彼时以预涂膜为主

要业务的*ST康得，就

被媒体质疑过隐瞒与

海外大客户的关联关

系，向美国出口的业务

存疑。

6月10日，中国证

券报记者多次拨打了

*ST康得证券部电话，

但一直处于占线中。

前两大应收账款客户之谜

自从2012年年报起，*ST康得即不

再公开前五大客户和供应商名单。 当时

给出的原因是“属于重要的商业机密” 。

*ST康得近百亿营收背后，前五大客户一

直颇为神秘。

5月31日，*ST康得公告了 《关于

2018年年报的问询函的回复》。 在这份

公告中，公司仍未披露具体客户名单，仅

以客户编号代替。

此前的4月30日，*ST康得发布2018

年年报，时任三名独董杨光裕、张述华、陈

东发表异议声明时称，“截至2018年底，公

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60.94亿元，相应计

提坏账准备12.28亿元。从应收账款的历史

数据和回款情况分析， 我们认为这些应收

账款全额或大部分收回的可能性不大，进

而对营业收入的真实性表示存疑。 ”

在*ST康得问询函回复公告中，列出

了公司前5位应收账款对象。 其中，前两

位是“客户2” 、“客户1” ，注册地分别是

云南省红河州和福建省龙岩市。 这两家

客户开始合作日期分别为2018年6月27

日和2018年3月31日，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分别为7.12亿元和6.13亿元。

某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李明向中国证

券报记者分析，这两家客户和*ST康得合

作时间不到一年， 到2018年年底销售金

额就分别超过了6亿元，且形成的应收账

款均超过6亿元。 这确实比较反常。

而中国证券报记者据此线索进行追

踪，围绕公司前五大客户发现了更多蹊跷。

*ST康得2018年年报显示， 公司前

五大客户合计销售金额29.73亿元， 占总

额的32.49%。其中，前四名客户销售额分

别为11.37亿元、6.95亿元、5.84亿元、3.04

亿元。 李明表示，按照公司目前披露的信

息推算，*ST康得应收账款前两名客户应

该排在公司前三大客户中。

此外，《关于2018年年报的问询函

的回复》显示，*ST康得第四季度实现营

业收入-16.84亿元， 原因是对2018年度

公司账面原已确认的部分营业收入进行

了销售退回账务处理。

这两家客户名称正好是 “客户1” 、

“客户2” ， 金额分别由5.95亿元调减为1.7

亿元，由6.59亿元调减为1.60亿元，合计调

减9.24亿元。 对此，*ST康得证券部人士表

示，公司回复公告中多次出现的“客户1”

是指同一客户，“客户2”也是这种情况。

这意味着，两家客户不仅在一年内形

成了13.25亿元的应收账款， 还在2018年

底共调减了9.24亿元销售收入。 中国证券

报记者从*ST康得内部人士处获悉，这两

家客户关联的公司同时又是*ST康得的

供应商。

对此，*ST康得在回复公告中解释，

公司与两家客户为受托加工业务模式，

具体为公司从这两个客户指定的供应商

处采购材料加上自产膜材加工后对外销

售。 其中特别提到， 该供应商由客户指

定， 客户与供应商系高管任职形成关联

关系。 由于前期收入确认方法不恰当，故

由总额法变成净额法。

李明认为，由于*ST康得和其年审会

计师都在公告中表示， 资料不完整不充

分， 在此情况下进行销售退回的账务处

理是否合理？往年都没有，为何2018年大

规模进行销售退回账务处理？ 公司第四

季度营收为负， 前三季度操纵财务数据

的嫌疑很大。 而且上市公司定期报告的

财务数据披露后都会对公司股价产生影

响， 在第四季度进行销售退回， 核减营

收，信息披露是否合规？

此外，*ST康得回复公告中其他客户

信息也存在疑点。 应收账款金额排名第

三的“客户16” ，注册资本只有1港元。但

应收账款达5.42亿元。公司还对该客户计

提了2.27亿元的坏账准备。

两大客户均指向以晴集团

*ST康得公告中的“客户1” 、“客户

2” ， 注册地分别在福建省龙岩市和云南

省红河州。 这两家神秘客户究竟是谁？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ST康得内部人

士处获得的一份公司2018年客户名单显

示，*ST康得在福建省龙岩市只有一家客

户，福建冠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产

品为“3D手机配件、裸眼3D” 。

天眼查显示， 福建冠睿注册资本

8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张庆波，注册地

址为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工业园区以晴

生态园，经营范围为“手机、平板计算机、

电视、 电子元器件、 电容式触摸屏元器

件、SMT电路板、航空模型……” 。*ST康

得在回复公告中称，客户1的法定代表人

为“张**” ，经营范围等其他信息与公告

的信息一一对应。

公司在云南省红河州也只有一家客

户，名称为红河中汇通科技有限公司，销

售产品也是“3D手机配件、裸眼3D” 。 天

眼查显示， 红河中汇通注册资本8000万

元，法定代表人为金蠔榕，注册地址为云

南省红河州蒙自市经济技术开发区。*ST

康得在回复公告中称，客户2的法定代表

人为“金**” ，经营范围等其他信息与公

告的信息一一对应。

值得注意的是，福建冠睿和红河中汇

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天眼查显示，福建

冠睿股东变更记录显示，2016年6月，金蠔

榕曾是福建冠睿的法定代表人，2017年8

月，法定代表人由金蠔榕变更为张庆波。

而这两家公司均指向厦门以晴集团。

天眼查显示，以晴集团（2018年11月更名

为厦门西翎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

代表人也是金蠔榕。 以晴集团官网显示，

公司是一家产业涵盖光电高科、 生物工

程、 生态旅游等领域的多元化集团公司，

拥有福建以晴连城生态科技园、云南以晴

红河科技园等。 这两个科技园与福建冠

睿、红河中汇通的注册地址分别对应。

6月1日， 中国证券报记者来到位于

龙岩市连城县工业园区以晴生态园。 生

态园内很多楼都是空的， 只有一个厂房

在生产，有些厂房还未建成，里面堆着建

筑垃圾。 生态园门口立着福建冠睿招聘

启事的展板，展板已经陈旧。 而生态园内

的福建冠睿公司大门已经上锁， 里面是

空的。 从玻璃大门看进去，可以看到公司

名称上面清晰的写着 “Sunelan以晴” 。

福建冠睿保安人员介绍， 公司最近确实

没有在生产。 中国证券报记者随后拨打

招牌启事上的电话， 公司却表示仍在正

常生产经营。

*ST康得裸眼3D业务相关人士王晶

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以晴集团当初

是钟玉控制的康得集团介绍的客户。 国

内产品叫以晴手机，国外以代工为主，销

往东南亚，手机单价在700元以内，平板

在500元以内。 2017年，*ST康得与以晴

集团谈过一个业务， 在以晴的手机上加

装*ST康得的裸眼3D模组。

“当时就有高管表示反对，认为以晴

以低端手机为主， 而公司裸眼3D客户定

位为中高端企业。 这样的合作不符合商

业逻辑。 最后，*ST康得以很低的价格向

以晴供货， 总共提供了三四万套裸眼3D

产品，一共几百万元。后来听说又签了10

亿元的合同，肯定有问题，因为公司裸眼

3D业务开展的并不好， 一直处于亏损状

态。 ”王晶说。

一位资深手机行业专家表示， 以晴

集团确实比较神秘。 一般手机产业链公

司会有比较广泛的沟通， 但是以晴和国

内手机产业链沟通不太多。 业内听说过

以晴是因为公司2014年宣布要做一个几

个亿的触控显示项目， 但由于触控显示

后来一片红海， 目前在国内各大品牌手

机中均没有看到以晴的身影。 中国证券

报记者在淘宝、 京东上均未搜索到以晴

手机的产品。

该专家说，在手机行业，裸眼3D并没

有为广大消费者接受， 主流手机厂家也

不接纳裸眼3D。 裸眼3D销售不畅，没有

太多的终端客户和实现规模化应用。*ST

康得智能显示大屏运营平台副总裁王云

2018年12月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裸

眼3D发展慢的原因有两个， 除了片源的

问题， 第二个原因是裸眼3D产品的价格

偏高，市场容量没有发展起来。 在公司官

网案例介绍上，也只有2017年11月，三星

推出的全球首款裸眼3D笔记本电脑———

三星“瞳3D” ，采用的是*ST康得裸眼3D

三代技术这一个案例。

营收规模是否真实

*ST康得成立于2001年，主要

产品为光学膜、 预涂膜等膜材料，

一度被誉为“中国的3M” 。 此后，

公司涉足裸眼3D、 碳纤维等一系

列颠覆性产品。

2010年-2017年，*ST康得的

营业收入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

每年均超过20%，成为A股曾经鼎

鼎有名的白马股。 自2010年上市

以来， 公司股价最高涨幅近十倍，

并在2017年跻身千亿市值公司之

列。 2018年至今， 公司股价下跌

88%，市值仅剩不足百亿元。

为何千亿市值白马股一夜陨

落，公司百亿营收是否真实，这些

成为市场质疑的焦点。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多个信源

处获悉，*ST康得一年的真实销售

额在20亿-30亿元。“公司2019年

一季度营收5.37亿元，归属母公司

净利润为-3.06亿元。 这比较接近

公司的真实情况。 ”王晶说。

*ST康得光电板块相关人士

张勤介绍，*ST康得业务主要包括

三大板块，预涂膜、光电板块和裸

眼3D。 光电板块一年的销售金额

20亿元左右， 在上市公司中占比

70%左右， 是上市公司的盈利主

体。 目前客户包括京东方、 三星、

TCL、海信、冠捷等，单个客户一年

的销售额在1亿元左右。 这些都是

优质客户，回款及时。 公司预涂膜

业务属于传统业务， 由于竞争激

烈，差不多收支平衡。 光电板块刚

刚盈利，主要是因为下属的柔性材

料事业部和大屏触控事业部还处

于亏损状态。柔性事业部客户都不

是固定、长期的客户，还是试用订

单。 大屏触控事业部投资大，但性

价比并不高。当初上这两个项目的

时候，很多公司高管都不赞成。 而

裸眼3D板块目前基本没有客户，

还是亏损的。

而*ST康得2018年年报显示，

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91.50亿元。

其中，印刷包装类产品营业收入为

12.05亿元，占比13.17%；光学膜

收入77.97亿元，占比85.21%；其他

业务14.83亿元，占比1.62%。

*ST康得采购方面人士介绍，

公司正常经营时每个月采购金额

在1亿元左右。 按照公司2018年

40%的毛利率估算，一个月的营收

2.5亿元，一年营收大概30亿元。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得的一份

*ST康得2017年内部预算表格显

示， 公司在2017年初预计全年净

利润为-3.78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海外收入一直

在*ST康得收入中占据重要比重。

2018年年报显示， 公司境外收入

为32.63亿元，占比35.66%。 对此，

张勤表示，公司海外订单大部分来

自预涂膜，光电板块一年海外收入

2亿元左右，但预涂膜的收入并没

有这么多。*ST康得2018年年报显

示， 公司2018年印刷包装类产品

营业收入为12.05亿元。 2013年，

彼时以预涂膜为主要业务的*ST

康得，就被媒体质疑过隐瞒与海外

大客户的关联关系，向美国出口的

业务存疑。

位于江苏省张家港市的康得新公司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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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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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9年6月6日以电子邮

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通知和材料，会

议于2019年6月10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12号新华保险大厦以现场会议方式召

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13人，现场出席会议11人，董事吴琨宗、DACEY� John� Robert因公务

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分别委托董事胡爱民、黎宗剑代为出席会议并表决。 会议由黎宗剑

董事（代行董事长职务）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和

会议补充通知发出日期距离会议召开日期不足5个工作日，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

议通知的时间要求。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新华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和《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有关规定，所作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会议经过逐一表决，同意

提名刘浩凌先生、熊莲花女士、杨毅先生、郭瑞祥先生、李琦强先生、胡爱民先生、彭玉龙先

生、黎宗剑先生、Edouard� Schmid（施民德）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同意提

名李湘鲁先生、郑伟先生、程列先生、耿建新先生、马耀添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在股东大会选举前须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格审核。

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刘浩凌先生、 郭瑞祥先生、 李琦强先生、Edouard�

Schmid（施民德）先生、马耀添先生的任职资格尚需监管机构核准。

董事候选人简历、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将与本公司关于2018年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一并公布。

表决情况：

对提名刘浩凌先生为董事候选人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对提名熊莲花女士为董事候选人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熊莲花

女士回避表决。

对提名杨毅先生为董事候选人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杨毅先生

回避表决。

对提名郭瑞祥先生为董事候选人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对提名李琦强先生为董事候选人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对提名胡爱民先生为董事候选人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胡爱民

先生回避表决。

对提名彭玉龙先生为董事候选人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彭玉龙

先生回避表决。

对提名黎宗剑先生为董事候选人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黎宗剑

先生回避表决。

对提名Edouard� Schmid（施民德）先生为董事候选人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3票，反对

0票，弃权0票。

对提名李湘鲁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李

湘鲁先生回避表决。

对提名郑伟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郑伟

先生回避表决。

对提名程列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程列

先生回避表决。

对提名耿建新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耿

建新先生回避表决。

对提名马耀添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上网公告附件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0日

附件：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关于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独立董事应对提名、任免董

事发表独立意见。

全体独立董事审阅了《关于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李湘鲁、郑伟、程列、梁定邦、耿建新

2019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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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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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9年6月6日以电子邮件方

式向全体监事发出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通知和材料。 会议于

2019年6月10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12号新华保险大厦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4人，现场出席会议4人。 会议由监事长王成然主持。 本次会议通知发出

日期距离会议召开日期不足5个工作日，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的时间要

求。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和《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所作的决议合法、

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将本

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会议经过逐一表决，同意提名王成然先生、余建南先生、吴晓咏先

生为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吴晓咏先生担任股东代表监事的任职资格尚需监管机

构核准。

上述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将与本公司关于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

公告一并公布。

表决情况：

对提名王成然先生为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表决结果为：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王成然先生回避表决。

对提名余建南先生为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表决结果为：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余建南先生回避表决。

对提名吴晓咏先生为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表决结果为：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6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