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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隆达特种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可转债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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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康隆达特种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1 年 9 月 10 日、2021 年 9 月 13 日、2021 年 9 月 14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根据 Wind（万得资讯）显示，截至 2021年 9 月 14日，公司股票动态市

盈率为 40.02倍，公司所属纺织服装行业动态市盈率为 15.66倍，公司当前的动

态市盈率高于同行业。 

 截至 2021 年 9 月 14 日，“康隆转债”票面价格溢价 223.49%，转股价

值溢价 253.33%，存在转债溢价率和转股溢价率均较高的情况。截至 2021 年 9

月 13日，“康隆转债”的债券余额仅为 41,119,000 元，亦存在较大的被强制赎

回风险。 

 公司拟通过增资及转让的方式获得丙戊天成不低于 33.33%股权,具体方

式、转让金额及转让股份比例尚未最终确定，尚需展开全面尽调、评估及谈判，

能否顺利推进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丙戊天成 2019 年度净利润为 273.84 万元，2020 年度净利润为-790.44

万元，2021年上半年净利润为 1,007.51万元，其经营业绩波动较大，存在经营

稳定性风险。 

 如若最终确定的丙戊天成估值较高，则公司存在投资回报周期较长，形

成较大商誉的风险，且给上市公司带来的收益较为有限。 

 公司持股 51%的控股孙公司易恒网际经营的电子通信设备业务存在部分



合同执行异常的情况，存在应收账款逾期风险、相关存货可能无法足额变现的风

险。 

 2021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85亿元，同比增长 5.84%；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48.36万元，同比减少 50.2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969.72万元，同比减少 158.12%。2021年半年

度存在业绩下滑的风险。 

 截至 2021年 8月 31日，公司账面货币资金余额 2.58亿元，不受限资金

余额 1.50 亿元，一年内到期有息负债 5.73 亿元，公司货币资金相对紧张。 

 截至 2021 年 9 月 10 日，公司控股股东东大针织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质

押股份数量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41.78%，存在一定质押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 2021 年 9月 10 日、2021 年 9 月 13 日、2021 年 9月 14日连续

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持股 51%的控股孙公司北京易恒网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

浙江易恒铖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恒网际”）经营的电子通信设备

业务存在部分合同执行异常的情况。 

经公司自查，除上述事项外，公司目前日常经营活动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

司已公开披露的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

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

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



或市场传闻。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自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除此以外，公司未发现其他可

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股票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 2021 年 9月 10 日、2021 年 9 月 13 日、2021 年 9月 14日连续

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根据 Wind（万得资讯）显示，截

至 2021 年 9月 14日，公司股票动态市盈率为 40.02倍，公司所属纺织服装行业

动态市盈率为 15.66 倍，公司当前的动态市盈率高于同行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投资合作意向的不确定性风险 

公司与江西省丙戊天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戊天成”）及其股

东董爱华、李锦萍于 2021 年 9 月 13 日签订了《投资合作意向协议》，公司拟通

过增资及转让的方式获得丙戊天成不低于 33.33%股权,具体方式、转让金额及转

让股份比例尚未最终确定。本次签订的《投资合作意向协议》系各方初步商洽的

结果，尚需展开全面尽调、评估及谈判，能否顺利推进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三）丙戊天成业绩波动风险 

丙戊天成 2019年度净利润为 273.84万元，2020年度净利润为-790.44万元，

2021年上半年净利润为 1,007.51万元，其经营业绩波动较大，存在经营稳定性

风险。 

（四）丙戊天成估值较高的风险 

如若最终确定的丙戊天成估值较高，则公司存在投资回报周期较长，形成较

大商誉的风险，且给上市公司带来的收益较为有限。 

（五）易恒网际部分合同执行异常风险 

公司持股 51%的易恒网际经营的电子通信设备业务存在部分合同执行异常

的情况，截止 2021年 8月 31日，公司对易恒网际的权益账面值为-704.20万元，



若易恒网际出现全部应收账款无法收回、全部存货无法变现等重大损失，易恒网

际会出现无法偿还公司向其提供的股东借款本息合计 25,965.10 万元和银行借

款担保损失 4,550.00 万元，若出现持股 49%股东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知微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担保方黄逸峰、曹芳芳、周宁无任何财产为公司给易

恒网际的借款提供担保和为公司给易恒网际的银行借款担保提供的反担保承担

责任等极端情况，最终可能对公司的归母净利润造成的损失金额 29,810.90 万元，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27.15%。 

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应收账款 1,503.79 万元，与前述订单对应扣除航

天神禾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和南京泰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预付账款后剩余未交

付的库存产品和材料为 30,962.36万元，该等存货均保存在易恒钺讯仓库。相比

2021年 8月 2日披露的数据，应收账款无变化，存货增加 1,508.49 万元，主要

为已经支付给供应商的预付款后续增加了存货。 

（六）生产经营风险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披露了《康隆达 2021 年半年度报告》，2021 年上

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85 亿元，同比增长 5.8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048.36万元，同比减少 50.2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1,969.72 万元，同比减少 158.12%。2021年半年度存在业绩下滑

的风险。 

截至 2021年 8 月 31日，公司账面货币资金余额 25,777.16万元，不受限资

金余额 14,974.24 万元，一年内到期有息负债 57,315.00 万元(不含美国 GGS 公

司，GGS 公司 2021 年 7 月 31 日止货币资金余额为 448.82 万元，一年内到期有

息负债为 2,764.41 万元)。公司货币资金相对紧张。 

（七）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风险 

截至 2021年 9 月 10日，公司控股股东绍兴上虞东大针织有限公司及其一致

行动人合计质押股份数为 38,883,385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41.78%，占

公司总股本的 24.57%。其中，东大针织累计质押股份数为 17,883,385 股，占其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32.99%，占公司总股本的 11.30%；张惠莉女士累计质押股

份数为21,0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75.68%，占公司总股本的 13.27%。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存在一定质押风险。 



四、可转换公司债券交易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康隆转债”近期价格波动较大，截至 2021 年 9 月 14 日，可转债价格为

323.49元/张，相对于票面价格溢价 223.49%，转债溢价率较高。同时，“康隆转

债”按照当前转股价格转换后的价值为 91.55 元（转股价值），当前可转债价格

相对于转股价值溢价 253.33%，转股溢价率较高。当前“康隆转债”存在较大的

估值风险。 

（二）可转债赎回风险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

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 3,000

万元时，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

可转债。截至 2021 年 9 月 13 日，“康隆转债”的债券余额仅为 41,119,000 元。

若“康隆转债”触发赎回条款，投资者除在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照 15.51元的

转股价格转股外，仅能选择以 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被强制赎回。 

五、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按规定披露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

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

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

发布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康隆达特种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9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