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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72                证券简称：凯瑞德                公告编号：2023-L011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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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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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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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小艳  

办公地址 

湖北省荆门市漳河新区深圳大道 88 号荆楚科创城核

心区科创社区科技创新中心一组团 C 栋 105 室、北京

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1 号新保利大厦 12 层 

 

传真 无  

电话 16502052227  

电子信箱 18676781486@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煤炭贸易业务，并以自营和代理两种模式开展，其中主要通过自营模式开展、代理模式为

辅。煤炭贸易自营业务是根据自己的销售规划、结合市场行情走势向焦煤厂、煤炭经销商等采购焦炭、焦沫以及煤炭制

品等存放仓库后，再根据市场价格行情商业谈判进行销售以赚取市价价格波动价差，供应商、客户的选择，产品价格的

确定均由公司自主选择、商业谈判确定，自货物从供应商采购到交付客户，中间涉及的运输、仓储以及产品市场价格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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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等风险均由公司自身承担，该业务模式优点在于盈利能力较强，对业务的上下游能自有掌控，业务的稳定性、延续性

较强，不足点是需要自己承担运输、仓储、市价价格波动带来的各项风险；煤炭贸易代理业务是向洗煤厂、煤炭经销商

采购客户需求的各类高、中、低硫等煤种，对外销售以赚取贸易固定价差，该业务模式优点在于无需承担业务风险，但

不足点是盈利能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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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0 年末 

总资产 100,859,176.87 90,095,484.03 11.95% 403,056,088.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50,998,394.24 63,577,038.35 -19.78% -178,902,000.81 

 2022 年 2021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0 年 

营业收入 359,128,086.53 127,165,540.69 182.41% 26,513,668.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0,375,539.64 8,547,248.90 -221.39% -202,486,65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0,567,246.41 4,089,466.60 -358.40% -199,733,566.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6,812,441.52 -89,784,067.05 25.59% 6,300,200.2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82 0.0486 -158.02% -1.150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282 0.0486 -158.02% -1.15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7.77% 不适用 不适用 -26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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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54,648.40 88,526,719.25 73,536,826.73 95,609,892.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518,571.55 -4,910,091.81 -4,088,929.84 -2,895,089.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487,932.10 -4,821,128.68 -4,223,885.59 -3,010,164.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6,791,964.82 11,540,036.16 -8,491,063.83 -13,069,44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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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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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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24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7,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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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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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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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7% 66,071,45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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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经祥 境内自然人 2.34% 8,586,3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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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刘世青 境内自然人 1.20% 4,421,100 0   

沈玉云 境内自然人 1.01% 3,730,400 0   

孟锁强 境内自然人 0.49% 1,792,600 0   

深圳市前

海中睿鼎

盛资产管

理有限公

司－中睿

鼎盛融钰

一号私募

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43% 1,584,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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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控制人，王健与保成鼎盛存在一致行动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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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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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2 年 9 月 13 日、2022 年 9 月 29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将注册地址变更为“湖北省荆门市漳河新区

深圳大道 88 号荆楚科创城核心区科创社区科技创新中心一组团 C 栋”。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已完成注册地址变更的工

商登记及相应的《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另外，公司同时变更了办公地址，新办公地址为：地址一“湖北省荆门市漳河

新区深圳大道 88 号荆楚科创城核心区科创社区科技创新中心一组团 C 栋。”；地址二“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1 号

新保利大厦 12 层”。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年 9月 14 日、2022 年 10 月 25 日发布的《关于变更办公地址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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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2022-L040）、《关于拟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L038）、《关于公

司注册地址变更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L042）。 

   2.公司自 2022 年 11月 17 日开市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6 日发

布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L047）。 

   3.2022 年 11 月 16 日、2022 年 12 月 8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整计划留存股票司法划转过户的议案》，同意将重整留存股票 53,352,677 股中的

51,500,000 股通过司法划转方式过户给宁波歌德盈香商贸有限公司，划转价款人民币 29,767 万元；剩余 1,852,677 股

继续留存。截至本报告期末，上述 51,500,000 股留存股票尚未划转。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8 日发布的

《关于重整计划留存股份司法划转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L050）。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燕媚 

                                                                   2023年 2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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