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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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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公司 2019 年 8 月 27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第四十一次董事会决议：2019 年半年度不进行

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凯乐科技 60026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杰 韩平 

电话 027-87250890 027-87250890 

办公地址 武汉市洪山区虎泉街108号凯

乐桂园V字楼203室 

武汉市洪山区虎泉街108号凯

乐桂园V字楼203室 

电子信箱 chenjie@cnkaile.com hanping@cnkaile.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7,408,691,885.21 21,737,301,040.14 -19.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204,565,851.09 5,538,774,362.87 12.0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51,722,585.60 1,336,334,525.96 -21.30 

营业收入 8,329,605,035.24 8,061,632,064.67 3.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65,706,413.75 614,997,470.67 8.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03,802,412.69 597,183,164.42 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1.34 12.23 减少0.8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93 0.87 6.9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93 0.87 6.9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3,14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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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荆州市科达商贸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1.49 153,644,337 16,840,350 质押 148,161,757 

上海卓凡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41 38,664,197 12,820,974 质押 27,349,753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未知 2.71 19,379,464 0 未知 0 

上海新一卓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51 10,790,146 3,116,586 质押 10,606,807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自有资金 

未知 1.47 10,500,000 0 未知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1.08 7,755,402 0 未知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84 6,038,089 0 未知 0 

长信基金－浦发银行－云

南国际信托－云信智兴

未知 0.76 5,404,754 0 未知 0 



2017－258 号单一资金信

托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云信智兴 2017－289 号单

一资金信托 

未知 0.71 5,048,695 0 未知 0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55 3,944,200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荆州市科达商贸投资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余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2、上海卓凡投资有限公司和上海新一卓

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为同一人。3、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余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湖 北 凯 乐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 开 发 行

2016 年公

司债券 

16 凯乐债 136100 2016-1-21 2019-1-21 700,000,000.00 6.8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62.69   72.70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9.36   2.96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上半年，在外部环境不利因素较多的背景下，公司积极应对，克服多重困难，防控风

险，实现了稳健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832,961 万元，比同期 806,163 万元，增长 3.32%；实现利

润总额 75787 万元，比同期 74058 万元，增长 2.3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571 万元，

比同期 61500 万元，增长 8.25%。 

报告期内，公司停止专网通信后端加工业务，多环节生产制造订单稳中有升，加快布局自主

网+专网等产品自主销售，产品结构进一步改善。 

报告期内，北京凯乐融军研究院加快自主网+专网、量子保密通信、短波通信、芯片授权自主

研发等八个产品的研发，积极申报相关产品专利、著作权等，力求达到用户所需标准；湖南德雅

华兴研究院加强万物互联感知芯片等产品的研发力度，加快预研项目产业化拓展速度。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销售力度。公司与应急管理部门以及各省应急厅、国家能源部门联系，

抓紧推广使用应急通信软件无线电系列产品，密切关注三大电信营运商等相关部门招标信息，积

极参与项目投标工作。截止本报告公告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新签订卫星信号分析系统及设备合

同，中标中国移动、中国联通数字对讲终端及平台等移动智能终端产品采购，入围中国电信 2019

年室外光缆集采。 

报告期内，公司剥离与主业关联性不大的北京梧桐树、天弘建业等子公司，进一步聚焦主业。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及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等新金融工具准则。 

    （2）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9)6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公司财务报表已按照修订后的

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编制。 

（3）公司自 2019 年 6月 10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对本期财务报表无影响。 

（4）公司自 2019 年 6月 17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该

项会计政策变更对本期财务报表无影响。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公司本报告期无会计估计变更。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