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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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无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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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迪股份 60528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陆晓波 徐潇星 

电话 0519-67898518 0519-67898518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横林镇江

村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横林镇江

村 

电子信箱 zqb@czkaidi.cn zqb@czkaid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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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2,184,480.31 1,391,426,634.42 60.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863,673,063.26 720,781,856.31 15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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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36,577.95 50,053,651.96 -36.59 

营业收入 485,165,157.67 572,024,291.96 -15.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8,184,326.36 102,866,505.08 -33.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4,593,880.12 92,593,371.99 -30.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9.03 18.51 减少9.4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82 2.74 -33.5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82 2.74 -3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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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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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凯中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5.00 22,500,000 22,500,000 无 0 

周殊程 境内自

然人 

22.00 11,000,000 11,000,000 无   

常州市凯恒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其他 7.30 3,650,000 3,650,000 无   

周林玉 境内自

然人 

0.40 200,000 200,000 无   

周荣清 境内自

然人 

0.30 150,000 150,000 无   

吕惠英 境内自

然人 

0.28 139,400 0 无   

李强 境内自

然人 

0.22 108,827 0 无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0.19 95,466 0 无   

徐洁 境内自

然人 

0.12 61,900 0 无   

陆广华 境内自 0.08 38,200 0 无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周荣清先生、周殊程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

东凯中投资 99.11%的出资及凯恒投资 69.38%的出资，周

荣清先生为凯中投资法人，周殊程先生为凯恒投资的执

行事务合伙人。公司股东周荣清先生与周殊程先生系父

子关系，周林玉女士和周殊程先生系母子关系，周荣清

先生和周林玉女士系夫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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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1、公司经营情况概述 

2020 年上半年，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国内外各地实施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加上中美经贸

摩擦，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对全球经济造成一定冲击，公司客户经营情况被波及，导致客

户需求受到抑制，给公司生产经营、市场预期带来不利影响。公司管理层细致梳理并明确公司发

展战略，加大国内外市场开发力度，坚持研发投入及自动化改造，使得公司生产经营稳健开展。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8,516.52万元，同比下降 15.1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459.39 万元，同比下降 30.24%；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

总资产 223,218.45万元，比上年末增长 60.42%；净资产 186,367.31万元，比上年末增长 158.56%。

净利润下滑的原因主要系： 

1）因疫情影响导致一季度产能利用率下降，二季度部分销售订单推迟执行，导致销售收入同

比下降 15.18%； 

2）因疫情影响导致一季度产能利用率下降，以及智能家居业务板块之智能沙发座椅处于爬坡

期，拉低了毛利率，毛利率同比下降 4.74个百分点； 

2、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工作 

1） 报告期内，受到全球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受到极大冲击，公司按照既定战略，深化产业



布局，稳步推进市场，与所有客户保持良好沟通，协调资源满足客户需求，智能家居国内市场需

求逐步增加，国外市场稳步恢复，进一步开发智能沙发铁架产品，增加客户对智能沙发全系统选

择性，加大客户粘性；智慧办公销售与去年同期相比稳步上升，汽车尾门推杆获得丰田认可，进

入选装市场。 

2）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 2,155.98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4.44%，公司高度重视研

发体系建设、研发人才的培养，稳定核心技术团队，不断引进、吸收创新型人才，激发研发团队

创新活力，完善研发创新体制平台，保证了公司的技术研发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3） 在全体员工的努力下，公司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 日成功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开发行股票 1,250 万股，发行价格 92.59 元/股，募集资金净额为

107,503.63 万元。 

4） 积极推动募投项目实施，对于公司市场开拓，提高产能，提升质量，加速自动化改造，

智能化生产等方面有积极作用，进一步满足客户需求，完善产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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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本公司自规定之日起开始执行。 

财政部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不要求追溯调整。本公司自规定之日起开始执行。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本期及变更前的合并财务报表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

及净利润产生影响。具体详见本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之

44、（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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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