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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72                           证券简称：凯瑞德                           公告编号：2019-D001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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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

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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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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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 10 号院东区 21

号楼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 10 号院东区 21

号楼 

电话 010-86390816 010-8639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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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于子公司北京屹立由数据有限公司。 

1、主要业务和产品情况 

    （1）主要产品服务 

      公司主要子公司北京屹立由数据有限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是向客户提供互联网出口带宽技术服务。 

    （2）主要产品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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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出口带宽技术服务，主要作用包括： 提高上网服务质量、改善用户上网体验、降低运营成本。 

（3）主要业务流程 

      公司互联网出口带宽优化和应用加速服务业务流程主要包括：市场销售、采购、运行维护、客户服

务、结算等环节，由公司相关部门参与各个环节的实施运作。一般流程为：确认用户服务意向、用户测试、

正式确认服务、签署服务合同/协议、服务运行、结算。 

       2、主要经营模式 

     （1）盈利模式 

       通过整合网络出口带宽资源，利用有关设备及自主研发的软件系统，为客户提供互联网出口带宽优

化服务，并收取相应的服务费用。 

（2）运营模式 

       7*24小时不间断服务运行维护。 

 A、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模式分为设备采购和资源采购，主要由专人负责。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主要是向设备供应

商采购服务器、交换机等网络设备，以及向资源供应商采购互联网带宽出口、光纤或（虚拟）连接链路资

源。设备采购根据业务需要，由运维部门提出申请，报主管领导安排实施采购专员从合格供应商中采购。

资源采购由运维管理部根据客户需求及网内资源情况提出采购申请，报主管领导安排实施采购。 

          B、销售模式 

公司销售模式主要通过参与市场投标，或者与第三方同行业公司签署协议服务为同行业公司的客户提

供服务。 

          C、服务模式 

      公司属于互联网及相关服务型企业，从业务意向、业务测试开始，业务开通确认后进入正式服务运

营流程，服务是7*24小时连续不中断的，一旦中断或发生故障均需要及时进行故障处理与修复。按月度、

季度、或其他周期与用户就服务进行对帐结算。 

      3、行业特点及地位 

    （1）行业分类 

       公司主要业务所属的行业为电信增值业务行业，根据中国证监会最新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

引》，业务隶属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中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行业（行业代码：I64），行业的

主管部门为工业和信息化部；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电信业务分为基础电信业务和增值电信业

务，本公司所经营的服务业务属于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 

    （2）行业的弱周期性特征 

   随着经济发展，互联网的应用已经渗透到各个方面，互联网也日益成为人们生活、工作、学习不可或缺

的工具，正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着深刻影响，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信息基础设施。

随着网民数量的增加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互联网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具有明显的弱

周期性特征。 

    （3）公司的行业地位 

      公司主要子公司北京屹立由数据有限公司自2008年开始开展互联网出口带宽优化服务业务，2015、

2016年达到发展高峰，2017年下半年、2018年以来，由于所处行业发生重大的变化，子公司北京屹立由数

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屹立由）2018年业绩发生大幅下滑。屹立由主营业务为网络出口带宽优化服务，由

于宽带市场的急剧变化、市场对于网络出口带宽优化服务的需求急剧萎缩。 

          一方面4G移动网络用户迅速增长、且移动宽带降价提速、人均流量快速增加；根据工信部有关统

计数据报告，2017年全年月户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达到1775MB/月/户，是2016年的2.3倍，其中2017年12

月当月户均接入流量高达2752MB/月/户；而2018年12月份，我国移动用户移动流量消费达6.25GB/户/月，

双是2017年同期的2.3倍。如此快速的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流量单价大幅下降，这直接导致网络优化的市场需

求大幅萎缩。 

另一方面，固网宽带光进铜退快速推进，2017年光纤接入（FTTH/0）端口比上年净增1.2亿个，达到

6.57亿个，占互联网接入端口的比重由上年的75.5%提升至84.4%。xDSL（铜线）端口比上年减少1639万个，

总数降至2248万个，占互联网接入端口的比重由上年的5.5%下降至2.9%。2018年全国光纤接入用户总数超

3.7亿户，占固定宽带接入用户总数90.4%，其中，100M以上的宽带接入用户占比达70.3%，比上年提高31.4

个百分点。固网宽带用户铜线用户端口占比在2017年就已经下降到2.9%；反之、光纤接入用户占比超过

90%，百兆用户占比高达70.3%。更加导致网络出口优化市场需求大幅急剧萎缩。 

    上述宏观市场的根本性变化，导致屹立由公司主营业务在2017年开始下滑、2018年更是大幅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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屹立由公司关于向云计算业务方向转型的探索与尝试，也因为投入不足、员工流失以及行业集中度提

高等因素失败。 

屹立由公司虽然对行业趋势有所准备，曾经积极尝试手机流量经营、云计算业务，但因对所处行业的

发展变化预测不足以及转型投入不足，新业务发展暂未成功，所以目前处于主营业务下滑状态。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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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25,035,581.28 78,020,884.85 -67.91% 33,633,615.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0,224,489.63 -35,109,559.32 -612.70% 14,356,359.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2,877,395.59 -34,470,205.46 -604.60% -54,605,962.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24,518.84 12,042,388.26 -155.01% -5,796,921.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4217 -0.1990 -614.42% 0.0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4217 -0.1990 -614.42% 0.0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8.78% -44.84% -343.94% 16.19%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434,331,745.49 680,685,654.51 -36.19% 700,128,809.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9,474,492.42 60,749,997.21 -411.89% 95,859,556.5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2,306,896.51 9,810,298.19 5,911,614.38 -32,993,227.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01,737.79 -4,577,963.77 -6,986,892.57 -233,457,895.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201,476.81 -4,578,055.06 -6,986,792.57 -226,089,430.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56,200.94 4,990,722.63 806,586.82 -16,978,029.2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8,51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7,602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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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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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第五季实

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23% 14,487,000  冻结 14,487,000 

张培峰 境内自然人 5.19% 9,143,134 9,143,134 质押 9,14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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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泽光 境内自然人 1.21% 2,126,101    

杨进 境内自然人 1.09% 1,912,000    

湖南省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南金 3 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67% 1,173,500    

郭智明 境内自然人 0.50% 879,800    

张玉满 境内自然人 0.39% 694,900    

阮克荣 境内自然人 0.39% 682,900    

沈彩娥 境内自然人 0.32% 565,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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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舒泽光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126101 股；股东秦梅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546500 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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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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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期变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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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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营业务是互联网出口带宽优化服务和互联网应用加速服务，主要客户包括中国移动及中国铁通的省级和地市级分公

司、广电网络的省级及地市级企业，以及网络游戏运营商、网络视频运营商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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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报告期内，公司受宏观市场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市场对

于网络出口带宽优化服务的需求急剧萎缩，公司在报告期内的业务和核心竞争力急剧下滑，网络优化与技术服务业务量较上

年同期市场大幅萎缩，公司业绩未达预期；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035,581.28元，比上年同期降低67.91%%，实现

利润-250,224,489.63元，基本每股收益-1.4217元。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互联网接入及服

务器托管 
20,650,716.76 15,507,261.63 24.91% -72.61% -66.38% -13.92% 

电子设备类贸易 3,662,148.23 427,155.54 88.34% 100.00% 100.00% 88.3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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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 2018 年 6 月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 号），

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 目归并至“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将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及“其他应收款”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将原“固定资产”及“固定资产清

理”行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将原“工程物资”及“在建工程”行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将原“应付票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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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账款”行项目归并至“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将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及“其他应付款”行项目归

并至“其他应付款”；将原“长期应付款”及“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利润表中“管理费用”

项目分拆“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明细项目列报；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目下增加“利息费用”和“利息收

入”明细项目列报；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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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序号 子公司名称 

1 德州锦棉纺织有限公司 

2 山东第五季商贸有限公司 

3 天津德棉矿业有限公司 

4 德州凯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5 北京屹立由数据有限公司 

6 北京讯通网际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 讯通网际（深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8 霍尔果斯凯德科技有限公司 

9 深圳市宝煜峰科技有限公司 

10 北京晟通恒安科技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将霍尔果斯新华众合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不再纳入合并范围；北京晟通恒安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

过户完成，本期纳入合并范围；深圳前海东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其他股东增资扩股后公司持股下降为15%，不再纳入公司合

并范围。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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