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072                           证券简称：凯瑞德                           公告编号：2017-D025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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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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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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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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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瑞德 股票代码 00207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德棉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彬 刘宁 

办公地址 山东省德州市顺河西路 18 号 山东省德州市顺河西路 18 号 

电话 0534-2436506 0534-2436506 

电子信箱 dmzhangbin@163.com dmgfzqb@126.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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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1,024,768.52 5,328,466.33 857.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30,972.61 37,085,887.73 -92.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3,364,109.41 -31,478,849.41 1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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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421,342.90 -5,931,938.92 25.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6 0.211 -92.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6 0.211 -92.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1% 37.07% -34.2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698,040,462.24 700,128,809.83 -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8,590,529.14 95,859,556.53 2.8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05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第五季实

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61% 20,427,000 0 冻结 20,427,000 

张培峰 境内自然人 5.00% 8,800,634 0   

北京阳光融汇

医疗健康产业

成长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00% 8,800,097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2.32% 4,091,300 0   

海通期货有限

公司－海通玄

武舞象 1 号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2.18% 3,831,900 0   

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云

信永盈 10 号证

券投资单一资

金信托 

其他 2.05% 3,605,900 0   

海通期货股份

有限公司－海

通玄武舞象 2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1.98% 3,482,000 0   

任飞 境内自然人 1.59% 2,794,615 0   

厦门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鑫

金十六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1.33% 2,332,946 0   

上海爱建信托 其他 1.31% 2,303,18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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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

－爱建民生证

券投资 7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

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报告期内，上述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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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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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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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子公司北京屹立由数据有限公司为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提供互联网应用加速服务。通过

多年的技术研发、项目经验积累，公司能够较好地满足客户的差异化需求，并得到了广大客户的认可。目前公司在全国范围

内为超过20家省级ISP提供互联网应用加速服务，积累了一批稳定客户，公司目前业务规模逐渐扩大，业务收入保持着持续

增长的趋势；同时，公司在报告期内收购了北京晟通恒安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并投资设立了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宝煜峰科

技有限公司，注册资金500万元人民币，旨在保持公司现有主营业务发展的前提下，通过拓展业务区域和改善业务结构，迅

速扩大公司经营规模，打造公司新的盈利增长点，全面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5102.48万元,实现利润273.10万元，基本每股收益0.016元。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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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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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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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投资设立子公司深圳宝煜峰科技有限公司，持有100%股份，本期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8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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