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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72              证券简称：*ST 凯瑞           公告编号：2022-L016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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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声明：保证季度报告

中财务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3.第一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一、主要财务数据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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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54,648.40 7,846,812.41 1,19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18,571.55 -1,869,122.75 181.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487,932.10 -1,568,164.47 194.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6,791,964.82 -23,930,078.19 -137.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41 -0.0106 138.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41 -0.0106 138.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6% -1.04%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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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432,175.58 90,095,484.03 -5.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元） 
65,095,609.89 63,577,038.35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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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金额 说明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639.45  

合计 30,639.45 --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情况。 

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

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

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期末/本期 年初/上期 差额 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8,658,116.99  82,428,063.84  -73,769,946.85 -89.50% 

主要系本报告期大力开展自营业

务模式的煤炭贸易业务，支付货

款所致。 

应收账款 21,807,758.83  561,905.69  21,245,853.14 3781.04% 
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开展煤炭贸

易业务所致。 

预付款项 19,160,952.55  258,411.79  18,902,540.76 7314.89% 

主要系本报告期大力开展自营业

务模式的煤炭贸易业务，业务量

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3,164,717.78  3,079,574.88  10,085,142.90 327.48% 
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开展煤炭贸

易业务所致。 

存货 19,468,397.17  3,019,590.25  16,448,806.92 544.74% 

主要系本报告期大力开展自营业

务模式的煤炭贸易业务，业务量

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2,487,740.21  0.00  2,487,740.21 100.00% 

主要系本报告期大力开展自营业

务模式的煤炭贸易业务，业务量

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541,376.29  1,710,644.60  -1,169,268.31 -68.35% 
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合并子公司

数量减少所致。 

其他应付款 14,341,161.35  21,848,577.49  -7,507,416.14 -34.36% 
主要系本报告期归还股东流动性

资金支持所致。 

营业收入 101,454,648.40  7,846,812.41  93,607,835.99 1192.94% 
主要系本报告期大力开展自营业

务模式的煤炭贸易业务所致。 

营业成本 96,992,926.07  231,132.08  96,761,793.99 
41864.29

% 

主要系本报告期大力开展自营业

务模式的煤炭贸易业务所致。 

销售费用 936,029.33  48,000.00  888,029.33 1850.06% 

主要系本报告期开展自营业务模

式的煤炭贸易业务，销售费用增

加。 

管理费用 1,574,539.13  3,392,925.54  -1,818,386.41 -53.59% 
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合并子公司

数量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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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费用 -8,896.22  4,095,282.96  -4,104,179.18 -100.22% 
主要系本报告期无银行借款利息

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6,791,964.82  -23,930,078.19  -32,861,886.63 -137.32% 

主要系本报告期大力开展自营业

务模式的煤炭贸易业务，业务量

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2,017.97  13,063,301.77  -13,041,283.80 -99.83% 

主要系本报告期末赎回理财产品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7,000,000.00  0.00  -17,000,000.00 -100.00% 

主要系本报告期归还股东流动性

资金支持所致。 

二、股东信息 

(一)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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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

置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31% 78,336,781    

王健 境内自然人 19.01% 69,894,600 69,894,600   

湖北农谷实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9.49% 34,900,000 34,900,000   

杭州东艮佳善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4% 10,806,278    

毕经祥 境内自然人 2.34% 8,586,300    

保成鼎盛国际贸易

(北京)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4% 5,280,000 5,280,000   

王晶 境内自然人 1.29% 4,758,378    

刘世青 境内自然人 1.20% 4,421,100    

赵睿 境内自然人 1.04% 3,813,000    

严琳 境内自然人 1.00% 3,664,455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

财产处置专用账户 
78,336,781 人民币普通股 78,336,781 

杭州东艮佳善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0,806,278 人民币普通股 10,806,278 

毕经祥 8,586,300 人民币普通股 8,586,300 

王晶 4,758,378 人民币普通股 4,758,378 

刘世青 4,421,100 人民币普通股 4,421,100 

赵睿 3,813,000 人民币普通股 3,8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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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琳 3,664,455 人民币普通股 3,664,455 

陈庆桃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陈学赓 2,413,286 人民币普通股 2,413,286 

赵旭 1,868,128 人民币普通股 1,868,12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股东王健为保成鼎盛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健与保成鼎

盛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存在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之外，上述股东未知是否存

在关联，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无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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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其他重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四、季度财务报表 

(一)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03 月 31 日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8,658,116.99 82,428,063.84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21,807,758.83 561,905.69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19,160,952.55 258,411.79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13,164,717.78 3,079,574.88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9,468,397.17 3,019,59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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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2,518,286.45 747,937.58 

流动资产合计 84,778,229.77 90,095,484.03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310,039.57 0.00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343,906.24 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653,945.81  

资产总计 85,432,175.58 90,095,484.03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2,487,740.21 0.00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213,010.00 93,700.00 

  应交税费 541,376.29 1,710,644.60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6 

  其他应付款 14,341,161.35 21,848,577.49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0.00 112,245.75 

流动负债合计 17,583,287.85 23,765,167.84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2,753,288.19 2,753,288.19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2,753,288.19 2,753,288.19 

负债合计 20,336,576.04 26,518,456.03 

所有者权益：   

  股本 367,680,000.00 367,68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641,832,357.97 641,832,357.97 

  减：库存股 203,380,344.64 203,380,344.64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38,257,186.79 38,257,186.79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779,293,590.23 -780,812,161.7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65,095,609.89 63,577,038.35 

  少数股东权益 -10.35 -10.35 

所有者权益合计 65,095,599.54 63,577,028.0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85,432,175.58 90,095,484.03 

法定代表人：李燕媚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琛                      会计机构负责人：孙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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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101,454,648.40 7,846,812.41 

  其中：营业收入 101,454,648.40 7,846,812.41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99,957,588.84 7,903,798.15 

  其中：营业成本 96,992,926.07 231,132.08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462,990.53 136,457.57 

     销售费用 936,029.33 48,000.00 

     管理费用 1,574,539.13 3,392,925.54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8,896.22 4,095,282.96 

      其中：利息费用  4,094,600.33 

         利息收入 -15,905.25 0.00 

  加：其他收益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2,017.97 40,820.52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0.00 70.26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14,810.71 -386,465.83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504,266.82 -402,560.79 

  加：营业外收入 30,639.45 1,232.39 

  减：营业外支出 0.00 301,882.57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534,906.27 -703,210.97 

  减：所得税费用 16,334.72 1,262,618.32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518,571.55 -1,965,829.29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518,571.55 -1,965,8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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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518,571.55 -1,869,122.75 

  2.少数股东损益 0.00 -96,706.54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5.其他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7.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1,518,571.55 -1,965,829.2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518,571.55 -1,869,122.75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0.00 -96,706.54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041 -0.0106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041 -0.0106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0.00 元，上期被合并方实现的净利润为：0.00 元。 

法定代表人：李燕媚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琛                      会计机构负责人：孙琛 

3、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93,422,725.16 4,872,168.31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15,905.2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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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2,165,209.87 115,556,804.6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15,603,840.28 120,428,972.9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54,559,114.47 21,490,508.09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7,009.03 0.00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331,885.44 593,816.93 

  支付的各项税费 1,986,211.95 518,686.5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4,511,584.21 121,756,039.6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2,395,805.10 144,359,051.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791,964.82 -23,930,078.1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31,621,403.20 70,02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20,662.43 43,301.77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31,642,065.63 70,063,301.77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131,620,047.66 57,000,000.00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31,620,047.66 57,00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017.97 13,063,301.77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7,000,000.00 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000,0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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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000,000.00 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3,769,946.85 -10,866,776.42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2,428,063.84 15,864,358.77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658,116.99 4,997,582.35 

(二)审计报告 

第一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燕媚 

 

2022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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