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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10月27日 星期二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燕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江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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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614,480,925.02 602,762,810.19 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7,753,557.41 23,584,649.39 17.68%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425,614.60 -90.38% 20,967,383.82 -7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47,974.91 108.45% 4,168,908.02 122.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5,625.40 98.10% 4,796,883.72 127.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537,236.23 -28.37% 5,119,279.74 219.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14 108.38% 0.0237 122.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14 108.38% 0.0237 122.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0% 2.38% 16.24% 25.7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27,868.02

主要系计提诉讼利息、罚款支

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7.68

合计 -627,975.70 --

对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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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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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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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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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2,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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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第五季实

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23% 14,487,000 / 冻结 14,487,000

王健 境内自然人 5.00% 8,794,600 8,794,600 / /

林楚瑜 境内自然人 3.79% 6,662,800 6,662,800 / /

保成鼎盛国际

贸易(北京)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00% 5,280,000 5,280,000 / /

王晶 境内自然人 2.70% 4,758,378 / / /

林振中 境内自然人 1.93% 3,399,000 / / /

刘平 境内自然人 1.03% 1,814,200 / / /

临汾天亿乐企

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1% 1,779,500 1,779,500 / /

谭振华 境内自然人 0.95% 1,668,600 / / /

赵睿 境内自然人 0.89% 1,570,8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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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 14,487,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487,000

王晶 4,758,378 人民币普通股 4,758,378

林振中 3,399,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99,000

刘平 1,814,200 人民币普通股 1,814,200

谭振华 1,668,600 人民币普通股 1,668,600

赵睿 1,570,800 人民币普通股 1,570,800

沈向红 1,534,300 人民币普通股 1,534,300

刘波 1,487,101 人民币普通股 1,487,101

钟建凯 1,251,9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1,900

薛贵昌 1,11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12,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王健先生实际控制保成鼎盛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成鼎盛” ），王健

先生与保成鼎盛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保成鼎盛与宁波广世天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世天” ） 唯一股东、 实际控制人毕经祥共同设立临汾天亿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广世天与山西龙智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智能源” ）共同向

凯瑞德赠与资产，构成一致行动人；李相阳为龙智能源实际控制人，其法律意义上的

一致行动人林楚瑜持有凯瑞德3.79%股权。综上，上述股东中，王健、保成鼎盛、林楚瑜

及临汾天亿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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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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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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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付款项

19,399,

856.00

8,725,120.60

10,674,

735.40

122.34%

主要系公司子公司开展煤炭贸易业务所

致。

营业收入

5,425,

614.60

56,389,388.27

-50,963,

773.67

-90.38%

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煤炭贸易业务以净

额法确认收入所致。

营业成本 350,583.33 53,936,085.38

-53,585,

502.05

-99.35%

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煤炭贸易业务以净

额法确认收入、成本所致。

管理费用 985,237.89 127,177.49 858,060.40 87.09% 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开展业务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335,529.87 -545,991.72 881,521.59 161.45%

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收回部分应收款项

所致。

营业外收入

1,106,

881.58

5.60 1,106,875.98

主要系公司内部往来挂账不一致本报告

期核销所致。

营业外支出 803,281.28 - 803,281.28 100.00%

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诉讼计息以及罚款

所致。

所得税费用

1,199,

276.66

138,435.40 1,060,841.26 766.31%

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收入、利润增加导致

税费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5,119,

279.74

-4,278,563.01 9,397,842.75 219.65%

主要系公司开展煤炭贸易业务以及租赁

业务收回业务款项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902,

207.26

4,006,881.83

-8,909,

089.09

-222.34%

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偿还银行借款利息

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如下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依据公司原股东张培峰与公司、德州锦

棉纺织有限公司于2019年12月19日签

订的《合同书》，为最大限度地保障上

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

益，公司原股东张培峰自愿代替山东德

棉集团有限公司成为 《凯瑞德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框架协议》、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出售补充协议》中的付款义务人，清偿

剩余欠付款项 249,508,699.00元，并

承担因此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截至本

报告披露日，张培峰先生通过保成鼎盛

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已向公司偿

还欠款7857万元， 剩余未清偿欠款为

170,938,699.00元。 公司将依据协议

积极督促张培峰先生履行后续还款责

任。

2020年03月26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子公司关联交易事

项（二） 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20-L016）

2020年03月27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子公司关联交易事

项（二）进展的补充公告》（ 公告编

号：2020-L018）

2020年04月18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子公司关联交易事

项（二） 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20-L025）

2020年06月19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提前收回部分款项

的关联交易事项进展公告》（ 公告编

号：2020-L052）

2020年09月17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子公司关联交易事

项（二） 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20-L074）

公司原持股5.1950%的股东张培峰先

生持有的公司股份因其所涉及的与赵

俊等人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被广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进行的司法处置，截

至2020年7月8日， 张培峰先生持有的

公司股票已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

行完毕，其不再为公司股东。

2020年07月09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股东（张培峰）股票

被司法强制执行完毕的公告》（ 公告

编号：2020-L060）

关于公司被原债权人中粮国际新加坡

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 （对应执

行案号为 （2014） 德中执字第 277�

号）， 公司已于2020年7月28日接到德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获悉执行申请

人王建伟已撤回对公司的破产清算申

请。

2020年07月30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债权人撤回对公司

破产清算申请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

编号：2020-L065）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及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公司决定将注册地址迁址湖北省

荆门市。 报告期内，公司已完成迁址事

项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20年08月04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公司注册地址变更

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L066）

公司与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黄埔支行金融借款纠纷案目前已进

入执行程序，经债权转让中启通达有限

公司为该案申请执行人。 2020�年 9�月

21�日， 公司子公司荆门德智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收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

民法院送达的《协助执行函》，获悉中

启通达有限公司已向广州市黄埔区人

民法院申请对公司持有的荆门德智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99%股权进行拍卖。

2020年09月23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子公司收到《协助

执行函》 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L075）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保成鼎 盛 、

王健、 龙智

能源、 李相

阳、广世天、

毕经祥

其他承诺

1、 尽量避免关联交易。 本

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与上市公司之间在进行确

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

交易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

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

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

规范性文件及上市公司章

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并保证以市场公允价格与

上市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进

行交易，不利用该等交易从

事任何损害上市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利益的行为。 本

人保证不会通过关联交易

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

的合法权益。 2、 本人承诺

不利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地位及重大影响，谋求上市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业务

合作等方面给予本人及本

人投资的其他企业优于市

场第三方的权利，或谋求与

上市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达

成交易的优先利，权损害上

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

利益。 3、本人将杜绝一切

非法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

资产的行为， 在任何情况

下，不要求上市公司向本人

及其关联方提供任何形式

的担保。 4、本人保证将赔

偿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因本人违反本承诺而遭受

或产生的任何损失或开支。

2020年01月

20日

自 2020年 1

月20日至不

再为联合第

一大股东之

日止

正常履行中

保成鼎 盛 、

王健、 龙智

能源、 李相

阳、广世天、

毕经祥

其他承诺

"本人/本企业及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目前与上市公司

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同业

竞争。 本人/本企业单独或

与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凯

瑞德 5%及以上股份期间：

(1)如本人/本企业及控制的

其他企业未来从任何第三

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

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主

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形成

竞争关系， 本人/本企业及

控制的其他企业将立即通

知上市公司，在征得第三方

允诺后，尽力将该商业机会

给予上市公司或其下属公

司； (2)如上市公司及其下

属公司从事的业务与本人/

本企业及控制的其他企业

的业务构成直接或间接的

竞争关系， 本人/企业届时

将在本报告出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以适当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转让相关

企业股权或终止上述业务

运营）解决； (3)本人/本企

业保证绝不利用对上市公

司及其下属公司的了解和

知悉的信息协助第三方从

事、参与或投资与上市公司

及其下属公司相竞争的业

务或项目。 本人/本企业保

证将赔偿上市公司及其下

属公司因本人/本企业违反

本承诺而遭受或产生的任

何损失或开支。同时，本人/

本企业将督促与本人/本企

业存在关联关系的自然人

和企业同受本承诺函约束。

"

2020年01月

20日

自 2020年 1

月20日至不

再为联合第

一大股东之

日止

正常履行中

保成鼎 盛 、

王健、 龙智

能源、 李相

阳、广世天、

毕经祥

其他承诺

自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

露后 10�个工作日内停止

开展煤炭贸易业务。

2020年01月

20日

10个工作日 已履行完毕

保成鼎 盛 、

王健、 龙智

能源、 李相

阳、广世天、

毕经祥

其他承诺

1.本公司/本人就本次交易

向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提交的全部材料真实、准

确、完整、合法合规； 2.本公

司/本人已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 等有关规

定，依法合规地就本次权益

变动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3. 本次权益变动中的交易

不构成短线交易； 4.本次权

益变动中的交易不违反本

公司/本人已作出的承诺；

5. 自本次权益变动完成且

本公司/本人及一致行动人

共同成为凯瑞德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表决权第一大股

东之日起的十二个月内，本

公司/本人不减持所持有的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 6.上述期限届满后，

本公司/本人如减持凯瑞德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将

严格遵守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深

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

文件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

规定。

2020年01月

21日

一致行动人

共同成为凯

瑞德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表决权第一

大股东之日

起的十二个

月内

正常履行中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浙江第五季

实业有限公

司

其他承诺

因德棉集团未能按照协议

约定期限内支付交易对价，

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

将通过自筹资金、融资等多

种方式筹集资金代为支付

交易对价。

2015年02月

09日

2016年 8月

10日

承诺期限到

期日， 第五

季按照承诺

进 行 了 支

付。

浙江第五季

实业有限公

司

其他承诺

因德棉集团未能按照本次

纺织资产出售付款安排的

约定期限内全额支付交易

对价，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

公司将通过自筹资金、融资

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代为

支付。

2016年08月

10日

2016年12月

31日

截止本报告

期末， 此项

承诺已履行

20,420.44

万元， 剩余

未支付款项

未 履 行 承

诺。

张培峰 其他承诺

本人督促德州市政府、德棉

集团2017年12月31日前履

行资产出售剩余款项，并为

上述剩余款项的实际支付

承担担保责任。

2017年05月

18日

2017年12月

31日

2018年 4月

25�日， 履行

了 部 分 承

诺， 共支付

了 5001� 万

元。

浙江第五季

实业有限公

司

其他承诺

2015�年 2�月 9�日，浙江第

五季实业有限公司出具承

诺： 如因山 东德棉集团未

能按照协议约定期限内全

额支付，浙江第五季实业有

限公司将通过自筹资金、融

资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代

为支付山东德棉集团有限

公司尚未支付本次出售资

产的交易对价的全部余款。

第五季将在代付价款后，再

向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

进行追偿此代付款项。 为

彻底解决凯瑞德纺织资产

出售事宜，浙江第五节实业

有限公司继续承诺：继续督

促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

于 2018�年 12�月 31�日前

支付全部剩余交易款共计

27723.61�万元， 并继续为

上述余款支付提供担保。

2018年04月

25日

2018年12月

31日

截止本报告

期末， 此项

承诺已履行

20,420.44

万元， 剩余

未支付款项

未 履 行 承

诺。

张培峰 其他承诺

2017年5月18日，本人承诺

对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

尚未支 付的凯瑞德重大纺

织资产出售交易对价的全

部余款进行了担保，为彻底

解决上述遗留问题,2018�

年4月25日，本人以应收凯

瑞德款项和现金代山东德

棉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纺织

资产出售对价款 5000万

元，同时承诺将继续督促山

东德棉集团有 限公司及浙

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于

2018年12月31日前支付余

款、兑现承诺，并继续为上

述余款的支付提供担保。

2018年04月

25日

2018年12月

31日

2018年 4月

25�日， 履行

了 部 分 承

诺， 共支付

了 5001� 万

元， 同时于

2019年12月

19日签订的

《合同书 》

(合同编号：

2019DM

2）， 将承接

剩余未偿付

款， 截至本

报告期末 ，

已累计支付

对 价 款

12858万元。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龙智能 源 、

广世天及其

一致行动人

增持承诺

2019年12月27日， 龙智能

源、广世天承诺将在向公司

子公司荆门物业捐赠所持

有龙智物业98.9%股权完

成工商过户登记手续后12

个月内增持不低于公司总

股本5%的股票。

2019年12月

27日

2020年12月

26日

已 履 行 部

分， 龙智能

源实际控制

人李相阳先

生通过其法

律意义上的

一致行动人

已合计增持

公 司 股 票

7226800股，

占公司总股

本的4.11%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否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

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1、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五季实业）因承诺督促德州市政府、山东德棉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德棉集团）2018�年 12�月 31�日前履行资产出售剩余款项，并为上述剩余款项的

实际支付承担担保责任，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尚未履行承诺，经天眼查查询目前第五季实业涉及诉

讼较多，是最高人民法院公示的失信公司，目前已被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破产清算。

2、 张培峰因承诺督促德州市政府等相关方2018年12月31日前履行资产出售剩余款还款义务

并为上述剩余未偿还款项的支付承担担保责任， 张培峰2018年4月25日根据承诺向公司支付资产

出售对价款5001万元，2019年12月公司与张培峰、德州锦棉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州锦棉）

签署《合同书》（合同编号：2019DM1)，约定由张培峰以2772万元的转让对价受让德州锦棉对德

棉集团的2772万债权，该协议已履行完毕；同时，为最大程度的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公

司与张培峰、德州锦棉签署《合同书》(合同编号：2019DM2），张培峰自愿代替德棉集团成为《凯

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框架协议》、《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补充

协议》中的付款义务人，截至本报告期末，张培峰先生根据《合同书》(合同编号：2019DM2）及承

诺已向公司偿还款项12858万元，切实维护了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下一步将积极督促相关

各方履行付款义务。 截至本报告期末，张培峰先生仍被限制人身自由且张培峰先生所持公司股票

已被全部强制执行，其不再为公司股东。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2020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担保对象

名称

与上市公

司的关系

违规担保

金额

占最近一

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比例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截至报告

期末违规

担保余额

占最近一

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比例

预计解除

方式

预计解除

金额

预计解除

时间（月

份）

创越能源

集团有限

公司

无关系 13,000 551.21%

违规信用

担保

/ 8,000 339.20%

被担保方

履行偿付

义务

/

新疆德棉

矿业有限

公司

原参股公

司

4,000 169.60%

违规信用

担保

/ 4,000 169.60%

被担保方

履行偿付

义务

/

新疆德棉

矿业有限

公司

原参股公

司

973 41.26%

违规信用

担保

/ 973 41.26%

被担保方

履行偿付

义务

/

第五季国

际投资控

股有限公

司

公司持股

8.23% 的

股东实际

控制的公

司

3,309.47 140.32%

违规信用

担保

/ 3,309.47 140.32%

被担保方

履行偿付

义务

/

浙江第五

季实业有

限公司

公司持股

8.23% 的

股东

1,200 50.88%

违规信用

担保

/ 900 38.16%

被担保方

履行偿付

义务

/

合计

22,

482.47

953.27% -- --

17,

182.47

728.54% -- -- --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燕媚

2020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072

证券简称：

ST

凯瑞 公告编号：

2020-L077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20年10月26日以

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近日以电子邮件、电话和专人送达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7人。会议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合法有效。会议由董事长纪晓

文先生召集并主持，经与会全体董事认真审议后，采用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三季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已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072

证券简称：

ST

凯瑞 公告编号：

2020-L078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10

月26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近日以电子邮件、电话和专人送达等方式送达）。 本次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3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

法有效。 经过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经审议，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核2020年三季度报告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

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072

证券简称：

ST

凯瑞 公告编号：

2020-L079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真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吕路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继成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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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793,490,392.31 2,205,581,269.25 2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806,026,921.74 1,272,093,085.22 41.97%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56,535,984.99 1.25% 3,017,307,571.00 -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2,939,848.55 56.12% 112,004,027.51 1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2,774,211.64 69.47% 104,602,291.64 9.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38,215,569.15 -570.54% -88,149,790.60 -179.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57.14% 0.28 7.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57.14% 0.28 7.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2% -6.36% 8.15% -6.1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341,039.1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66,885.36

减：所得税影响额 1,306,188.68

合计 7,401,735.87 --

对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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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界定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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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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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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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5,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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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增潮 境内自然人 25.19% 110,583,001 110,583,001

王真见 境内自然人 24.09% 105,768,000 105,768,000

王启 境内自然人 6.30% 27,669,001 27,669,001

杜福昌 境内自然人 6.30% 27,668,999 27,668,999

陈飞 境内自然人 3.87% 16,995,000 16,995,000

广东温氏投资

有限公司－新

兴温氏成长壹

号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 （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28% 10,000,000 10,000,000

夏跃云 境内自然人 2.17% 9,522,600 9,522,600

包中生 境内自然人 2.05% 9,000,000 9,000,000

朱昌补 境内自然人 1.55% 6,822,000 6,822,000

朱胜德 境内自然人 1.52% 6,693,525 6,693,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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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光坤 827,631 人民币普通股 827,631

赵晖 381,982 人民币普通股 381,982

吴培伟 316,100 人民币普通股 316,100

吕银用 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

代学荣 257,800 人民币普通股 257,800

杨玲丹 255,100 人民币普通股 255,100

赖宜勇 218,700 人民币普通股 218,700

张仟 197,791 人民币普通股 197,791

河北力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82,982 人民币普通股 182,982

温良 176,400 人民币普通股 176,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王增潮、王真见、王启为三兄弟，杜福昌为三人的姐夫，他们四人是公司

实际控制人，具有一致行动关系。 其余亲属关系中，夏跃云为王真见、王启的妹夫，王

增潮的姐夫；包中生为王增潮的配偶的父亲；朱昌补为王真见、王增潮、王启的舅舅；

朱胜德为王真见、王增潮、王启的表弟； 彼此间不存在一致行动的情形。 除此之外，公

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存在一致行动。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1、赖宜勇通过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00,000股；

2、 温良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76,

400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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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余额（元） 期初余额（元） 波动金额（元） 增减比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534,460,796.22 256,026,423.98 278,434,372.24 108.75%

公司于2020年8月上市，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到账。

应收票据 4,922,240.64 33,904,818.21 -28,982,577.57 -85.48% 年初商票到期托收。

应收款项

融资

18,735,588.20 60,993,288.71 -42,257,700.51 -69.28% 年初应收票据托收。

预付款项 223,584,688.38 92,159,185.70 131,425,502.68 142.61%

由于公司产能扩大，支付

材料预付款较期初增加

所致。

存货 547,109,773.37 304,608,656.27 242,501,117.10 79.61%

公司产能扩大，根据市场

情况增加原材料库存所

致，其中子公司湖北顺博

尚未投产，但为筹备生产

已采购了原材料。

其他流动

资产

13,270,000.00 4,370,020.33 8,899,979.67 203.66%

控股子公司重庆博鼎按

照股东会决议已停产，用

账面自有资金理财以获

取收益。

在建工程 88,099,341.74 34,144,383.09 53,954,958.65 158.02%

湖北募投项目基建及在

建设备。

长期待摊

费用

460,051.94 885,955.51 -425,903.57 -48.07% 计提利息费用摊销完。

应付票据 189,500,000.00 140,000,000.00 49,500,000.00 35.36% 票据融资增加。

预收款项 10,105,624.75 4,193,678.87 5,911,945.88 140.97%

根据销售合同收取客户

预付款。

应交税费 -3,425,411.88 22,907,432.97 -26,332,844.85 -114.95%

原材料库存增加，进项税

转入待抵扣造成。

递延所得

税负债

304,200.00 497,250.00 -193,050.00 -38.82%

公司持有渝农商行

（601077）的65万股股

份按资产负债表日公允

价值计量减少，调整所

得税费用。

资本公积 612,704,315.17 248,781,959.55 363,922,355.62 146.28%

募投资金增加注册资本

5300万，溢价部分进入

资本公积。

其他综合

收益

1,723,800.00 2,817,750.00 -1,093,950.00 -38.82%

公司持有渝农商行

（601077）的65万股股

份按资产负债表日公允

价值计量，调整其账面

价值。

利润表项目：

项目 当期发生额（元）

上年同期发生额

（元）

波动金额（元） 增减比率 变动原因

其他收益 19,959,007.38 9,105,204.67 10,853,802.71 119.20%

本报期内母公

司增值税退税

进度较去年同

期提升，母公司

以及广东公司

政府补贴增加

所致。

资产减值损

失

27,245.59 -6,643,545.90 6,670,791.49 100.41%

主要原因是应

收账款收回，坏

账减少。

资产处置收

益

283,511.41 -2,719,136.90 3,002,648.31 110.43%

2019年固定资

产减值。

营业外收入 2,004,422.10 4,500,006.64 -2,495,584.54 -55.46%

本报告期内取

得的政府补助

较去年同期减

少。

营业外支出 637,536.74 240,334.45 397,202.29 165.27% 捐赠支出增加。

所得税费用 23,407,730.16 17,730,497.40 5,677,232.76 32.02% 利润增加

其他权益工

具投资公允

价值变动

-1,093,950.00 60,775.00 -1,154,725.00 -1900.00%

公司持有渝农

商行

（601077）的

65万股股份按

资产负债表日

公允价值计量，

调整其账面价

值

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期发生额（2020年

1-9月）

上期发生额（2019年

1-9月）

波动金额（元） 增减比率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88,149,790.60 110,342,999.06 -198,492,789.66 -179.89%

公司根据市场

情况及子公司

湖北顺博生产

筹备情况增加

原材料购买所

致。

筹 资 活 动

产 生 的现

金 流 量 净

额

434,399,407.39 -2,863,448.06 437,262,855.45 15270.50% 收到募集资金。

现 金 及 现

金 等 价物

净增加额

278,434,173.14 43,489,101.20 234,945,071.94 540.24% 收到募集资金。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见下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了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的议案》，根据公司上市情况及

具体经营需要对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了

修订，目前正在市场监管机构办理相关

备案手续。

2020年09月26日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 《关于

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

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公告》。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对控股子公司顺博

合金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顺

博” ）投资8000万元，合计增加5000万

元注册资本和3000万元资本公积，其

中公司投资额为4824万元。 截至目前，

江苏顺博已完成在市场监管机构的变

更手续并取得新的营业执照。

2020年09月26日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 《关于

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

2020年10月23日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 《关于

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

营业执照的公告》。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公司采用增资的方式使用募集资金余

额、利息及少部分自有资金对湖北顺博

进行增资，合计增资金额25,000万元，

其中5,000万元计入实收资本，20,00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截至目前，湖北顺

博已完成在市场监管机构的变更手续

并取得新的营业执照。

2020年09月26日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 《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顺博铝合

金湖北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2020年10月16日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 《关于

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

营业执照的公告》。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

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

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确定为“顺博铝合金湖北有限公司废铝资源综合利

用项目” ，该项目计划建设年产20万吨再生铝合金锭的产能装置。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在进行首条生产线设备安装调试、电力系统调整等工

作，预计2020年四季度首批10万吨产能装置将陆续投入试运行。

六、对2020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3,270,000 13,270,000 0

合计 13,270,000 13,270,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证券代码：

002996

证券简称：顺博合金 公告编号：

2020-021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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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证券简称：顺博合金，证券代码：002996）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0年10月24日10：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0年10月1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真见先生召集并主持。 应

出席会议董事7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7人。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和议事内容均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本次董事会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报告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具体参见公司于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公告编号2020-023）。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公司经多方考察，拟使用自有资金在重庆市两江新区协同创新园设立全资子公司，致力于特种用

途的新型有色金属材料研发、先进工艺技术试用、技术创新及产业化应用、技术服务、技术引进和技术

成果转化等方面的探索。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具体参见公司于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

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2）。

三、备查文件目录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996

证券简称：顺博合金 公告编号：

2020-022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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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概述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证券简称：顺博合金，证券代码：002996）经

多方考察，拟使用自有资金在重庆市两江新区协同创新园设立全资子公司重庆顺博两江金属材料研究

院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市场监管部门核定名称为准，以下简称“顺博研究院” ），致力于特种用途

的新型有色金属材料研发、先进工艺技术试用、技术创新及产业化应用、技术服务、技术引进和技术成

果转化等方面的探索。

2020年10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1,000万元投资设立该全资子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董事会审

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二、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一)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77474835577

2.�成立时间：2003年3月21日

3.�注册地址：重庆市合川区草街拓展园区

4.�法定代表人：王真见

5.�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6.�经营范围：加工、销售铝合金锭，汽车配件、摩托车配件；批发、零售金属材料，机电产品，建材，工

业硅；货物进出口；废旧金属回收，普通货运（须取得相关行政许可或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 （以上经

营范围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三、拟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重庆顺博两江金属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

出资方式：自有货币资金

注册地：重庆市两江新区协同创新园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材料研究、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服务。

主要业务：有色金属材料技术研发、技术孵化、技术初步产业化应用。

上述拟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具体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待工商注册登记相关事宜完成

后，公司将另行公告。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投资目的

在顺博合金“重庆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的基础上，依托公司多年来积累的丰富的行业经验和重庆

两江新区的区位优势、人才引入机制等优势，以顺博研究院为载体，与广大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

逐步建立深入的技术对接关系，致力于铝资源在更加广阔的领域的应用和创新，以更好地开拓更广阔

的市场，实现公司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二)�存在的风险

上述设立全资子公司事宜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按规定程序办理工商登记手续，筹建过程

中可能存在审批、实施以及未来是否能实现收益等风险。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以货币方式出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情况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对公司 2020� 年当期损益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积极关注该投

资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

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目录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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