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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ST凯瑞 

股票代码：002072 

 

信息披露义务人：王健 

住所：山东省微山县 

通讯地址：山东省微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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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行动人一：山西龙智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河东冶金焦化工业园区 

通讯地址：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河东冶金焦化工业园区 

一致行动人二：李相阳 

住所：山西省临汾市 

通讯地址：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河东冶金焦化工业园区 

一致行动人三：宁波广世天商贸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宁波保税区兴业大道 2号 4-1-5室  

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保税区兴业大道 2号 4-1-5室 

一致行动人四：毕经祥 

住所：山西省临汾市 

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保税区兴业大道 2号 4-1-5室 

一致行动人五：保成鼎盛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黑庄户乡苏家屯商贸街 1号 1层 1196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黑庄户乡苏家屯商贸街 1号 1层 1196 

一致行动人六：临汾天亿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锦悦城 9号楼底商 3号门店 

通讯地址：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锦悦城 9号楼底商 3号门店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表决权减少，执行法院裁定 

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二零二零年七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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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

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

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

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

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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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除非上下文另有规定，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王健 

一致行动人 指 保成鼎盛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李

相阳、山西龙智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毕

经祥、宁波广世天商贸有限公司、临汾

天亿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凯瑞德、上市公司、本公司 指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002072 

本报告书、本报告 指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证监会 指 中国证监会 

公司章程 指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保成鼎盛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指 保成鼎盛 

山西龙智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指 龙智能源 

宁波广世天商贸有限公司 指 广世天 

临汾天亿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指 临汾天亿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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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王健 

性别：男 

国籍：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否 

身份证号码：370826************ 

通讯地址：山东省微山县 

任职经历：现任凯瑞德董事、保成鼎盛执行董事兼经理、保成通达国际贸易

（北京）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保成万利（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兼经理等职务。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王健先生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

罚、刑事处罚或者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和仲裁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山西龙智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1）龙智能源基本信息 

 

名称  山西龙智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  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河东冶金焦化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 郭红利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400003222823894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股东 龙智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龙智能源 100%股权，李相阳

先生持有龙智集团有限公司 61%股权、为龙智能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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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 

经营范围 液氨、氨水、精苯化工项目的建设； 液氨、氨水生

产（有效期至 2022 年 8 月 5 日）。化工产品（危化

品除外）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时间  2015年 1月 23日 

经营期限  自 2015年 1月 23 日至 2065年 01月 21日 

通讯地址  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河东冶金焦化工业园区 

一致行动关系 龙智能源与广世天为一致行动人，广世天实际控制

人毕经祥与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的公司保成鼎

盛共同设立临汾天亿乐。根据《收购管理办法》，龙

智能源与信息披露义务人为一致行动人。 

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未直接持有凯瑞德股份。做出过增持凯瑞德股份的

计划，具体内容详见 2020年 1月 2日公司在指定媒

体（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2019-L143）。 

实际控制人李相阳法律意义上的一致行动人林楚瑜

女士、萧漫婷女士、萧漫妮女士、萧漫琪女士以集

中竞价的方式合计累计买入公司股票 72268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11%。 

（2）龙智能源董事及主要负责人信息如下： 

1.郭红利先生，男，中国国籍，任龙智能源董事长，通讯地址为山西省临汾

市襄汾县河东冶金焦化工业园区，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2.廖中良先生，男，中国国籍，任龙智能源副董事长，通讯地址为山西省临

汾市襄汾县河东冶金焦化工业园区，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3.李亚明先生，男，中国国籍，任龙智能源董事，通讯地址为山西省临汾市

襄汾县河东冶金焦化工业园区，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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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智能源最近五年之内未受过任何行政处罚。 

（二）李相阳 

性别：男 

国籍：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否 

身份证号码：142601************ 

通讯地址：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河东冶金焦化工业园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李相阳先生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

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和仲裁情况。 

（三）宁波广世天商贸有限公司 

（1）广世天基本信息 

 

名称  宁波广世天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  浙江省宁波保税区兴业大道 2号 4-1-5室 

法定代表人 毕经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1MA2CKU8M3X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股东 毕经祥持有广世天 100%股权 

经营范围 焦炭、生铁、稀有金属、钢材、钢板、木材、建筑

材料、五金交电、石材、有色金属、机电设备、塑

料制品、家居用品、家纺制品、服装鞋帽、服装辅

料、劳防用品、工艺品、文具、体育用品、酒店用

品，办公用品、家具、针纺织原料及产品的批发、

零售及网上销售；煤炭的批发（无储存）；计算机技

术、纺织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

咨询、技术转让；电子商务策划服务；经济贸易咨

询服务；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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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除外）；以及

其他按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未禁止或无

需经营许可且未列入地方产业发展负面清单的项

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时间  2018年 11月 21 日 

经营期限  自 2018年 11月 21日至 9999年 09月 09 日 

通讯地址  浙江省宁波保税区兴业大道 2号 4-1-5室 

一致行动关系 实际控制人毕经祥与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的公

司保成鼎盛共同设立临汾天亿乐。根据《收购管理

办法》，广世天与信息披露义务人为一致行动人。 

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未直接持有凯瑞德股份。做出过增持凯瑞德股份的

计划，具体内容详见 2020年 1月 2日公司在指定媒

体（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2019-L143）。 

广世天实际控制人毕经祥与保成鼎盛共同设立的临

汾天亿乐于 2020 年 5 月 18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1,779,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1%。 

（2）广世天董事及主要负责人信息如下： 

毕经祥先生，男，中国国籍，任广世天执行董事兼经理，通讯地址为浙江省

宁波保税区兴业大道 2号 4-1-5室，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广世天自成立至今未受过任何行政处罚。 

（四）毕经祥 

性别：男 

国籍：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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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号码：371522************ 

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保税区兴业大道 2号 4-1-5室 

任职经历：现任宁波广世天商贸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临汾天亿乐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之委派代表。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毕经祥先生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

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和仲裁情况。 

（五）保成鼎盛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1）保成鼎盛基本情况 

名称  保成鼎盛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注册地  北京市朝阳区黑庄户乡苏家屯商贸街 1号 1层 1196 

法定代表人 王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MA01HTAW56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 王健（持股 55%）、王宣哲（持股 45%） 

经营范围 销售棉花、机械设备、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

电子产品、矿产品(经营煤炭的不得在北京地区开展

实物煤的交易、储运活动)、建筑材料、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化学品)、饲料、针纺织品、文具用品、服装、

日用品、体育用品、珠宝首饰、工艺品、煤炭(不得

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储运活动);货物进

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经济贸易咨询;企业

管理咨询。(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成立时间  2019-3-19 

经营期限  2019-3-19至 2049-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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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黑庄户乡苏家屯商贸街 1号 1层 1196 

一致行动关系 保成鼎盛实际控制人为信息披露义务人。 

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直接持有公司 3%股份 

（2）保成鼎盛董事及主要负责人信息如下： 

1.王健先生，男，中国国籍，任保成鼎盛执行董事兼经理，通讯地址为山东

省微山县，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2.李国华先生，男，中国国籍，任保成鼎盛监事，通讯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

朝阳门北大街 1号，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保成鼎盛最近五年之内未受过任何行政处罚。 

（六）临汾天亿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临汾天亿乐基本信息 

名称  临汾天亿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锦悦城 9号楼底商 3 号门店 

执行事务合伙人 保成鼎盛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41002MA0KX26GXK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合伙人 毕经祥、保成鼎盛 

经营范围 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不含投资、融

资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市场信息咨询、会务

服务、展览展示服务、建设工程造价咨询、翻译服

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不含中介)、公关活动策划。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成立时间  2020-1-14 

经营期限  2020-1-14至 2050-1-13 

通讯地址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锦悦城 9号楼底商 3 号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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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行动关系 其合伙人之一保成鼎盛的实际控制人为信息披露义

务人。 

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直接持有公司 1.01%股份 

（2）临汾天亿乐执行事务合伙人之委派代表信息如下： 

毕经祥先生，男，中国国籍，任临汾天亿乐执行事务合伙人之委派代表，通

讯地址为浙江省宁波保税区兴业大道 2号 4-1-5室，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临汾天亿乐自成立至今未受过任何行政处罚。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的关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公司持股 4.9969%的股东，其持有保成鼎盛 55%股权，为

保成鼎盛实际控制人，保成鼎盛为凯瑞德持股 3.0000%的股东。保成鼎盛与广世

天唯一股东、实际控制人毕经祥共同设立临汾天亿乐，临汾天亿乐持有公司1.01%

的股权。广世天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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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致行动人林楚瑜、萧漫婷、萧漫妮、萧漫琪累计持有

公司 4.11%股权。以上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共同持有公司 13.1141%

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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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 权益变动目的 

2019年 5月 24 日，张培峰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 9,143,134股股票（占公司

总股本 5.1950%）所对应的股份表决权权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委托给信息披露义

务人行使。近期，张培峰先生所持有的上述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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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处置，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被

动减持公司 9,143,134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 5.1950%）所对应的股份表决权。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股份增减计划 

龙智能源及广世天于 2019年 12月 27日向公司提交了《关于股份增持计划

的告知函》，龙智能源和广世天计划自其赠与凯瑞德的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

日起 12个月内，由龙智能源和广世天或其一致行动人通过协议转让、大宗交易、

集中竞价等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增持不低于公司总股本 5%的股票。2020年 1月

2日，龙智能源实际控制人李相阳法律意义上的一致行动人林楚瑜女士、萧漫婷

女士、萧漫妮女士、萧漫琪女士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合计累计买入公司股票7226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1%，详见公司 2020 年 1月 9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关于公司资产赠与方增持公司股票进展情况的公告》。 

2020年 1月 21 日，公司收到龙智能源、广世天、保成鼎盛、李相阳、毕经

祥、王健出具的《承诺函》，承诺函部分内容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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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公司 2020 年 1月 23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收到承诺函的

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 12 个月内将继续按照增持计划增持公

司股份。除上述已披露的股份增持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无其他增

持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按照《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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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王健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23,080,900 股股份所有权、表决权

（占公司总股本 13.1141%），同时王健先生自 2019年 5月 24日起受托持有张培

峰先生所持公司 9,143,134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 5.1950%）所对应的股份表决

权。2020 年 6 月 22 日至 2020 年 7 月 8 日期间，张培峰先生所持有的上述股票

全部被司法强制执行。 

本次权益变动前，王健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23,080,900 股股

份所有权、表决权（占公司总股本 13.1141%），同时王健先生受托持有张培峰先

生所持公司 9,143,134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 5.1950%）所对应的股份表决权。

王健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23,080,900 股股份所有权及 9,143,134

股股份表决权，持有 13.1141%股份所有权及 5.1950%股份表决权，股份表决权合

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8.3091%。 

本次权益变动后，王健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23,080,900 股股

份所有权、表决权（占公司总股本 13.1141%），王健先生不再通过张培峰先生持

有公司股份表决权。王健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23,080,900 股股份

所有权、表决权，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3.1141%。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主要内容 

张培峰先生所持有的公司 9,143,134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 5.19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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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

处置。截至 2020年 7月 8日，张培峰先生所持有的上述股票已被广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司法强制执行完毕，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张培峰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表决

权减少 5.1950%,公司依据相关规定披露本报告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权利限制  

本次权益变动后，披露义务人王健持有的公司股份 8,794,600股以及通过保

成鼎盛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 5,280,000股、通过山西龙智

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李相阳先生的法律意义上一致行动人林楚瑜、萧漫

婷、萧漫妮、萧漫琪持有的公司股份 7,226,800 股、通过临汾天亿乐持有的公司

股份 1,779,500股均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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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情况外，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前 6 个月内，信

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买卖凯瑞德股票的情况如下： 

交易主

体 

交易方式 交易

方向 

交易时间 交易数量 交易均价 占总股本比例 

王健 集中竞价 买入 2020年 5月 11日 1899800 5.788 1.0794% 

临汾天

亿乐 

集中竞价 买入 2020年 5月 18日 1779500 5.614  1.0111% 

王健 集中竞价 买入 2020年 6月 1日 1755200 5.406  0.9973% 

王健 集中竞价 买入 2020年 6月 2日 2204300 5.674  1.2524% 

王健 集中竞价 买入 2020年 6月 3日 1161200 5.709  0.6598% 

王健 集中竞价 买入 2020年 6月 9日 972300 5.5018 0.5524% 

王健 集中竞价 买入 2020年 6月 10日 576700 5.5017 0.3277% 

王健 集中竞价 买入 2020年 6月 11日 225100 5.5147 0.1279% 

张培峰 集中竞价 卖出 2020年 6月 22日 119000 5.2425 0.0676% 

张培峰 集中竞价 卖出 2020年 6月 23日 654000 5.3537 0.3716% 

张培峰 集中竞价 买入 2020年 6月 23日 99000 5.3700 0.0563% 

张培峰 集中竞价 卖出 2020年 6月 24日 908000 5.2561 0.5159% 

张培峰 集中竞价 卖出 2020年 6月 29日 790500 5.2045 0.4491% 

张培峰 集中竞价 卖出 2020年 6月 30日 1157900 5.1773 0.6579% 

张培峰 集中竞价 卖出 2020年 7月 1日 1029800 5.1535 0.5851% 

张培峰 集中竞价 卖出 2020年 7月 2日 276800 5.0901 0.1573% 

张培峰 集中竞价 卖出 2020年 7月 3日 1553800 5.0801 0.8828% 

张培峰 集中竞价 卖出 2020年 7月 6日 2523000 5.1136 1.4335% 

张培峰 集中竞价 卖出 2020年 7月 7日 229300 5.1061 0.1303% 

张培峰 集中竞价 卖出 2020年 7月 8日 34 5.150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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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

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

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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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 

（二）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文本。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字）：              

王健 

 

 

 

签署日期：2020 年 7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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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

称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

在地 
山东省德州市 

股票简称 ST凯瑞 股票代码 002072 

信息披露义

务人名称 
王健 

信息披露义

务人通讯地

址/注册地 

山东省微山县 

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不

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

动人 

 

有        无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

一大股东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是  □      否   

权益变动方

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

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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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

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

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    A股    

持股数量：   23,080,900股    

持股比例：   13.1141%     

权益种类：  表决委托权    

持有权利：  受托持有公司 9,143,134 股表决权   

所占总股本比例：  5.1950%   

本次权益变

动后，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变

动比例 

股票种类：    A股    

持股数量：   23,080,900股    

持股比例：   13.1141%     

不再通过张培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表决权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12 个

月内继续增

持 

是           否      

详见本报告“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之“二、信息披露

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 12 个月股份增减计划” 

信息披露义

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票 

是            否  □   

详见本报告“第五节 前 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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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

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

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控股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

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

负债，未解除

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

保，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

其他情形 

是   □     否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

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是  □        否   

是否已得到

批准 

是  □        否  □ 

无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

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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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

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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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之签字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字）：              

王健 

 

 

 

签署日期：2020 年 7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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