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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凯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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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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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无。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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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8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25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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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淳股份 股票代码 3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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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琼 钱燕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天钥桥路 30 号美罗大厦

2302 室 

上海市徐汇区天钥桥路 30 号美罗大厦

2302 室 

传真 021-55087108 021-55087108 

电话 021-55080030 021-55080030 

电子信箱 contact@kaytune.com contact@kaytun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及主要产品 

公司秉承着“赋能品牌从0到Max”的愿景，始终专注于为品牌方提供多维度、定制化、高灵活的企业服务。经过多年的

发展，公司成为了一家立足全渠道服务，围绕品牌方从品牌营销到产品销售到客户关系管理的综合性服务商。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为国内外知名品牌提供综合性的电子商务服务以及客户关系管理服务。综合性体现在公司覆盖的线上

渠道较为全面，且公司的服务覆盖最终消费者消费行为过程中的多个关键节点。公司的服务支持目前线上主流渠道，包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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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淘宝、京东、唯品会、小红书、网易考拉、微信官方商城以及品牌官网商城等。此外，公司为商品流转至消费者的每个

关键节点提供服务，包括潜客管理、品牌营销、视觉设计、店铺运营、物流配送、系统开发、会员管理、客服中心等全链路

服务。作为品牌方的电子商务及客户关系管理服务商，公司助力品牌发展，与品牌方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共同成长。 

（二）主要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的业务包括品牌线上销售服务、品牌线上运营服务以及客户关系管理服务。 

品牌线上销售服务是指公司以买断方式向品牌方或其代理商采购产品，并经品牌方授权后，在天猫、京东等第三方电商

平台运营品牌旗舰店或专营店，通过线上销售直接将产品销售给客户（零售模式），或经品牌方授权分销后，由公司销售至

各分销渠道（分销模式）。 

品牌线上运营服务是指公司围绕品牌方线上店铺销售，提供各类运营服务，包括视觉设计、店铺运营、仓储物流、营销

策划、活动管理、客户服务等。 

客户关系管理服务是指公司围绕品牌方销售达成前后进行的支持性服务，通过社交互动、客户关怀等活动，增加潜在客

户的购买意愿、提高现有客户对品牌的满意度、忠诚度，进而达到增加销售收入、品牌升级等目的。 

（三）报告期内的主要工作 

1、完善公司治理与上市工作有条不紊的推进 

2021年是凯淳股份的上市元年，在公司董事会的领导下，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凯淳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503号文）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于

2021年5月2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000万股，每股面值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5.54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510,800,000.00元。 

2、公司主动出击、积极布局，在人才、技术等多个战略层面进行加码投资 

人才方面：公司引入了一批博士、硕士和垂直行业专家团队，涵盖商务、技术、MCN、数智化等多个维度，极大地改

善了管理层人才结构，构建了公司上市后二次创业的条件基础。在技术方面公司在多个技术领域进行投资，包括进一步升级

Kaynetics自主产权全域电商运营系统、投资营销自动化技术、不断推广电商运营自动化技术、全域数智化技术，并在多个业

务层面引入第三方SaaS管理软件。 

3、电商直播基地的建设，为公司赋能品牌增长插上丰满的希冀 

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7.03亿，同比增长8652万，占网民整体的68.2%。其中，电商直播用户规模

为4.64亿，同比增长7579万，占网民整体的44.9%。在这样的行业背景下。面对“无直播不电商”大势环境下公司顺势而为，

公司积极拥抱“直播经济”，创建了“光之屋”精品直播基地，为公司核心电商业务中的直播抓手铺建良好的运营环境。2021年

四季度，公司直播基地“光之屋”正式启用，是公司深耕行业积极布局战略发展中的重要一步。作为公司首个自建的精品直播

基地，“光之屋”开启公司在本土市场高端直播服务的空白与新纪元，加之包含主播、媒介、运营、策划为一体的专业直播团

队储备，可随时为品牌的全域直播诉求进行一对一场景化定制。“光之屋”的专业化、可定制化和灵活性，未来将会为公司赋

能品牌增长插上丰满的希冀，与服务品牌共同迎来更多美好的“高光时刻”。 

4、与优势品牌继续保持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与优势品牌、骨干品牌保持了合作关系，并且额外新增了10多个国际和地区优势品牌的合作，包括

欧邦琪（Obagi）、宝诗龙（Boucheron）等全球知名品牌。值得一提的是公司服务10余年的合作伙伴东方航空，虽然遇到了

疫情引发旅游需求大幅下降的经营困境，但仍与公司一起坚守了战略合作关系，也凸显了凯淳股份作为企业社会公民的担当。 

5、积极拓宽战略赛道 

众所周知，疫情带动了国人在国内消费奢侈品的潮流，根据咨询机构贝恩公司发布的《2021年中国奢侈品市场报告》，

2021年中国境内奢侈品市场延续了2020年两位数的高增趋势，并有望在2025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2021年，虽然全

球个人奢侈品市场基本恢复至2019年水平，但由于出境游受限，大部分中国消费者依然选择在境内购买奢侈品。继2020年取

得48%的增长之后（以人民币计），预计中国境内个人奢侈品市场2021全年将实现36%的增长，达到近4710亿元人民币。对

机遇，公司在传统优势的化妆品和个人护理类目外，积极拓宽新的战略赛道，目前奢侈品和高端服饰也正式成为公司第三个

战略赛道，公司成功开拓了包括开云集团的宝诗龙（Boucheron）等品牌。 

6、继续孵化海外新锐品牌 

公司继续秉持前期的策略，积极拓展海外新锐品牌，在报告期内陆续引入了Zoflora，Ivatherm等多个海外地区级驰名品

牌。将公司电商品牌策略设定在“赋能大型品牌+孵化小众品牌”的双轮驱动策略。与国产新锐品牌的“高举高打”，化重金采

买流量不同，公司更多采用“数智驱动”的模式，通过数据洞察、人群标签、精准投放等，真正找到品牌的目标群体，达成孵

化目标。 

7、积极推进募投项目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募集资金建设项目的进度管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理使用募集资金，通过“品牌综合服务一体化建设”募投项目的建设，

通过加大人员及营销的投入，增加办公及仓储场地，快速提高公司的服务能力，进而增加服务品牌的数量，引入更多品牌有

利于促进公司业务增长，强化公司现有的竞争优势，“智能数字化技术支持平台建设”募投项目的建设，是公司现有业务持续

发展的重要支撑，是对公司现有数字化信息系统进行全面智能化升级，为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 

8、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切实维护投资者权益 

公司自上市以来，始终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通过邮箱、咨询热线、深交所互动易等多渠道与投资者保持良好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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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沟通。报告期内，公司回答深交所互动易平台投资者提问137个，同时，公司结合公司官网、官微、同花顺企业号等方式

进行了宣传，在信披合规的基础上,以更为简洁新颖的形式向外界传递了公司获奖信息、公司活动等最新动态。有效地维护

了公司与投资者之间长期、稳定的良好关系，切实维护了全体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9、注重员工队伍建设，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加强各层级员工的培训、培养，搭建素质优良、层次合理、专业匹配的人才队伍，不断完善内部培

训体系，强化员工技能的提升与训练。公司始终坚持以技术创新为根本，注重人才引进和人才培养，尤其重视公司企业文化

的建设，针对不同层级的员工有针对性的文化价值观体系，通过氛围的营造、沉浸式的宣贯、激励与考核等柔性方式，促使

员工对文化价值观共识，共鸣，共行。 

（四）2021年，公司在收入占比10%以上平台的具体经营情况： 

平台名称 销售模式 2021年 2020年 增减 

销售收入（元） 收入占比 销售收入（元） 收入占比 

天猫 品牌线上销售服务 241,393,521.51 29.06% 249,639,463.23 28.16% 0.90% 

京东 品牌线上销售服务 107,196,002.68 12.91% 192,082,129.31 21.66% -8.75% 

注：1.上述金额不包括在天猫、京东等平台上实现的品牌线上运营服务及客户关系管理服务的收入； 

2.公司品牌线上销售服务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系公司与部分品牌的合作关系调整所致。 

（五） 2021年度公司收入确认及成本结转的具体方法 

1、盈利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的业务包括品牌线上销售服务、品牌线上运营服务以及客户关系管理服务，三类服务盈利模式如下表所

示： 

业务模式 收入构成 成本构成 盈利模式 

品牌线上销售服务 对消费者的零售收入或对各渠道的

分销收入 

产品采购成本 产品购销差价 

品牌线上运营服务 向品牌方收取的服务费收入 人工及外采服务成本 服务费收入抵减人工和外

采成本后的所得 

客户关系管理服务 向品牌方收取的服务费收入 人工及外采服务成本 服务费收入抵减人工和外

采成本后的所得 

2、收入确认的具体方法 

（1）品牌线上销售服务收入确认原则： 

零售模式：公司通过开设在电商平台的网络店铺直接销售商品，公司将商品发货到消费者指定收货地址，在电商平台显

示客户确认收货后，公司支付宝等电商收款账户会自动收到货款，并生成收款记录，公司每月根据电商平台对账单显示的收

款金额扣除售后退款、赔款等确认收入，并结转相应成本。 

分销模式：公司与各电商平台以及其他分销渠道签订销售协议，向其提供商品。公司在接到客户的订单后发货，客户对

相关商品确认收货并进行销售。根据合同约定，电商平台货物验收后与公司进行核对结算，公司在收到结算单时，双方核对

无误后确认销售收入。对于其他分销渠道，公司根据合同约定的方式确认收入并结转成本。 

（2）品牌线上运营服务收入确认原则： 

品牌线上运营服务分为围绕品牌方线上店铺运营提供的整体服务，以及根据客户需求单独提供的部分服务。在提供整体

服务的情况下，公司根据合同约定的收费标准，按月计算服务收入金额，在与客户对账后按期确认收入。提供部分服务的情

况下，公司根据与客户协商确定的服务内容和服务范围提供劳务，于相关服务完毕并经客户确认后确认收入。 

（3）客户关系管理服务收入确认原则： 

客户关系管理服务分为短期项目制合同和长期持续性服务合同。针对短期项目制合同，公司根据与客户协商确定的服务

内容和服务范围提供劳务，于相关服务完毕并经客户确认后确认收入。针对长期持续性服务合同，公司根据与客户协商确定

的服务内容和服务范围提供劳务，于相关服务完毕后，根据合同约定的收费标准及实际完成的服务量，经客户验收确认服务

内容和收费金额后按期确认收入。 

3、成本确认的具体方法 

（1）品牌线上销售服务 

零售模式：公司根据终端消费者的订单发货，在商品出库时按照发出产品的类别、数量计入发出商品，当终端消费者确

认收货且公司收到货款时，结转相应订单的销售成本； 

分销模式：公司根据分销客户的订单发货，在商品出库时按照发出产品的类别、数量计入发出商品，根据当期确认的销

售情况，结转当期销售成本； 

（2）品牌线上运营服务 

品牌线上运营服务成本主要为人工、仓配物流、推广引流等其他服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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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工成本主要由员工薪酬成本以及部分客服、拣货、配货、打包等临时性、辅助性工作的劳务外包成本组成。公司

根据运营人员及客服人员所服务的项目归集当期人力成本，在相关运营服务收入确认时结转成本。 

2）仓配物流成本主要包括物流费及耗材费。公司根据物流所服务的项目直接归集品牌当期物流成本；根据各项目实际

使用耗材情况，归集当期的耗材费用，在相关服务收入确认时结转成本。 

3）推广引流成本系为运营模式的店铺提供定制化的内容营销服务时，相关的媒体营销资源的采购成本，按项目核算，

在相关服务收入确认时结转成本。 

4） 其他成本主要为网络通信服务费用、外购广告创意费用、外购营销策划费用及短信发送服务费用等，公司根据项目

归集，在相关服务收入确认时结转成本。 

（3）客户关系管理服务 

客户关系管理服务成本主要为人工成本等其他成本。 

1）人工成本主要由员工薪酬成本以及部分客服等临时性、辅助性工作的劳务外包成本组成，公司根据项目归集当期人

力成本，在相关服务收入确认时结转成本。 

2）其他成本主要为网络通信服务费用、短信发送服务费用、仓配物流费等，公司根据项目归集，在相关服务收入确认

时结转成本。 

4、公司对网络及数据信息安全及个人信息保护的保障措施  

为确保公司可以及时、准确、有效地处理零售模式下产生的大量订单，公司自行研发了全渠道电商运营管理软件（OMS

系统）、全渠道仓库管理软件（WMS系统）及财务管理系统（FMS系统）等业务及财务相关软件，并完成了内外部信息系

统数据接口的对接。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报告期内，成立信息安全委员会，并制定了信息安全管理

相关制度规范和行为要求，内容涵盖公司信息系统安全配置与监控、系统程序开发与变更管理、用户账号及权限管理、信息

资产管理、密码策略管理、数据安全、网络安全、软件安全、业务连续性计划、灾备管理等，全面保障公司信息系统安全、

可用、连续。 

报告期内，为更好的保障公司网络及数据信息安全，公司启动SOC2审计认证工作，公司完成了SOC2审计认证的辅导，

第三方审计认证机构将公司现有的控制活动与TSP进行对标及辅导测试，公司已根据第三方机构的建议进行了进一步优化完

善。 

关于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公司品牌线上销售服务和线上运营服务获取消费者个人信息主要用于店铺日常运营，客户关系

管理服务系统是部署在品牌内部指定平台，受到品牌方的统一管控，任何涉及消费者隐私的操作和运营必须要得到品牌方的

授权，获得权限后方能操作，对于消费者个人信息合理使用且传输过程中均采取加密处理。公司根据品牌方、第三方平台的

授权使用和存储信息，当停止运营其产品、项目或服务时，依据公司与客户、平台签署的协议或依公司内部的《数据安全保

护制度》及时停止收集数据活动并对其持有的相关信息进行删除或匿名化处理。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遵守第三方平台、品牌方的授权约定以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未受到侵犯个人隐私、商业秘密或

其他侵权方面的行政处罚，不存在相关诉讼或仲裁。公司根据第三方平台、品牌方的授权使用和维护消费者个人信息，同时，

公司建立了有效的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制度，能够切实保护好消费者的个人隐私，不存在过度利用的情形，不存在侵犯消费

者隐私权的法律风险。 

（六）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设立伊始，就立足全渠道、全领域、多行业的运营服务理念，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和积累，凭借精细化的管理能力以

及优质的服务能力逐渐脱颖而出，获得了各行业头部品牌的认可，建立起了良好的口碑。随着服务品牌和销售平台的增多，

公司对品牌调性的理解、品牌拓展的打法以及电商渠道的管控形成了自身的洞见和运营体系，培养了多个有经验的运营团队。

公司设立以来，合作品牌数量持续上升，服务规模和产品销量保持持续增长。经过多年的累积，公司与施华洛世奇、联合利

华、双立人等近百个品牌进行过业务合作，公司服务品牌所涉足的行业已涵盖航空、汽车、快速消费品、奢侈品、饰品、美

妆、母婴、食品、服饰、零售等大众消费领域，赢得了诸多知名品牌客户的长期信任与合作。 

公司2021年度根据服务内容不同曾获得主要奖项如下所示： 

类型 奖项 颁奖机构 

公司 2021年肯耐珂萨“星跃奖”人力资本管理实践大赛——企业文化优秀案例奖 肯耐珂萨 

2021年肯耐珂萨“星跃奖”人力资本管理实践大赛——人才发展优秀案例奖 肯耐珂萨 

电子商务服务 阿里-品牌数据银行认证服务商 阿里 

2021年京东美妆&美力联盟—美力联盟理事单位 京东美妆 

2021年度天猫五星级服务商 天猫 

2021年第14届金投赏电商运营商业创意银奖 金投赏 

2021年第七届金梧奖-电商营销类经典案例 奥璞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2021第九届梅花创新奖-最佳事件营销创新奖铜奖 梅花网 

客户关系管理 2021第十二届金鼠标国际数字营销节-效果营销类 铜奖 网赢天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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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第九届TopDigital创新营销奖-客户关系管理特别竞赛单元年度产品奖 TopDigital 

2021第九届梅花创新奖-最佳移动营销创新奖铜奖 梅花网 

2021年中国客户联络中心产业管理大会CCCS-中国最佳服务外包供应商 CCCS 

2021年中国客户联络中心产业管理大会CCCS-中国客户联络中心最佳管理人 CCCS 

2021年中国客户联络中心产业管理大会CCCS-中国客户服务领袖 CCCS 

创意设计 2021第七届金梧奖-创意设计类经典案例 奥璞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2021第七届金梧奖-互动体验类银奖 奥璞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IT 2021第七届金梧奖-私域流量类经典案例 奥璞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2021第九届TopDigital创新营销奖-私域流量运营特别竞赛单元年度专项奖 TopDigital 

2021年公司在电商运营、客户关系管理、数字营销、移动营销、商业创意、私域流量以及人力资源等领域，都获得了行

业内专业认可和诸多殊荣，涵盖公司两大核心业务和区别于同行具备竞争力的价值优势，体现公司全渠道综合服务商的强劲

实力， 公司发展至今，基本囊括了主流电子商务平台颁发的认证/资质，包括阿里品牌数据银行认证服务商、阿里妈妈全域

营销服务商、京东数坊JSP服务商、京东用户增长服务商、天猫策略中心认证服务商、抖音巨量引擎营销科学服务商等，在

京东平台上冠以“2021年京东美妆&美力联盟—美力联盟理事单位”,电商资质实力得到认证，能够为品牌方提供多纬度、定制

化、高灵活的企业服务。公司在部分细分行业拥有一定的行业地位，2021年上半年天猫母婴亲子推荐榜，公司位列母婴亲子

地域经济服务商推荐榜单；2020年第四季度天猫美妆洗护服务商推荐榜，公司于行业榜单-个护类目、个性化能力榜单-奢侈

品类目以及跨品类类目中均有上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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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1,068,284,448.74 487,008,424.14 119.36% 417,028,92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33,115,642.78 339,131,115.46 145.66% 255,277,301.00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830,634,316.65 886,601,504.83 -6.31% 770,228,579.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402,131.72 84,610,537.32 -42.79% 66,563,404.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3,065,872.98 78,005,898.15 -44.79% 70,543,299.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605,229.01 75,266,876.66 -115.42% 45,163,494.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8 1.41 -51.77% 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8 1.41 -51.77% 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33% 28.47% -15.14% 27.1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74,997,519.65 205,290,403.98 166,621,374.80 283,725,018.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376,979.37 19,439,531.42 5,589,569.25 8,996,05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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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090,309.47 17,605,133.90 4,941,089.83 6,429,339.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86,183.78 25,698,503.62 -3,977,831.25 -35,912,08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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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83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1,654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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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莉 境内自然人 39.00% 31,200,000 31,200,000   

徐磊 境内自然人 10.50% 8,400,000 8,400,000   

珠海市省广益松壹

号文化传媒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9.00% 7,200,000 7,200,000   

上海淳溶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50% 6,000,000 6,000,000   

上海庄鋆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25% 1,800,000 1,800,000   

海宁东证汉德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8% 1,500,000 1,500,000   

蜂巢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大连）有限

公司－咸宁蜂巢发

展创业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8% 1,500,000 1,500,000   

栾志刚 境内自然人 1.50% 1,200,000 1,200,000   

须国宝 境内自然人 0.47% 375,000 375,000   

陈公 境内自然人 0.38% 300,000 3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王莉和徐磊于 2016 年 4 月 1 日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根据《一致行动

人协议》约定，双方作为一致行动人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共同参与公司的

经营管理。若双方在公司经营管理等事项上无法达成一致时，应当根据王莉的意见作

出双方的一致行动决定，该《一致行动人协议》无固定期限，且不可撤销。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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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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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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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上海凯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莉 

                                                                              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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