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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23                           证券简称：*ST 宝德                           公告编号：2021-076 

西安宝德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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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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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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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宝德 股票代码 30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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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悦 杨薇 

办公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草堂科技产业基地秦岭大道

西付 6 号 

西安市高新区草堂科技产业基地秦岭大道

西付 6 号 

电话 029-89010616 029-89010616 

电子信箱 dongmiban@bode-e.com yangwei@ bode-e.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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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0,014,919.83 26,207,763.91 -23.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42,837.20 2,620,735.74 -67.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838,757.20 1,989,984.07 -142.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830,797.17 -1,794,775.61 -336.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27 0.0083 -6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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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27 0.0083 -67.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7% 0.54%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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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776,899.54 518,933,976.87 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86,620,560.89 485,777,723.69 0.1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0,42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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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敏 境内自然人 34.04% 107,587,324 0   

重庆中新融创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17% 57,429,525 57,363,525   

北京首拓融汇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00% 31,610,676 0   

邢连鲜 境内自然人 4.19% 13,247,875 0   

贝海君 境内自然人 1.15% 3,641,385 0   

潘洪波 境内自然人 1.01% 3,200,000 0   

李柏佳 境内自然人 0.87% 2,750,000 0 冻结 2,750,000 

谷俊强 境内自然人 0.70% 2,203,900 0   

屠金樑 境内自然人 0.69% 2,196,560 0   

北京浩铭伟业

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9% 1,55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赵敏、邢连鲜系夫妻关系；赵敏、邢连鲜与其他前十名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2、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重庆中新融创投资有限公司、北京首拓融汇投资有限公司存在一致 

行动关系；重庆中新融创投资有限公司、北京首拓融汇投资有限公司与其他前十名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3、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中的其他六名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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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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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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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名品世家酒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品世家”）控股权，公司于2020年12月2日召

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2

日在创业板指定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0年12月17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西安宝德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创业板非许

可类重组问询函〔2020〕第20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要求公司就相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根据问询函的相关要求，公

司组织各方相关人员就问询函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落实，并于2021年1月12日，在创业板指定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20】第20号回复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02）、《西安宝德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等相关文件。 

2021年1月27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西安宝德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二）》（创业

板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21〕第3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要求公司就相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根据问询函的相关要

求，公司组织各方相关人员就问询函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落实，并于2021年6月10日，在创业板指定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21】第3号回复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64）。 

2021年6月9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方案调整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经公

司与交易对方进行协商，原定交易方案调整为：宝德股份拟支付现金交易方式购买陈明辉等43名交易对方持有的名品世家

51.00%的股份，交易作价为53,419.00万元。交易方案调整主要涉及交易对手、交易标的、标的资产价格、评估基准日、审

计基准日等事项。 

2021年6月29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西安宝德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三）》（创业

板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21〕第7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要求公司就相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并于7月6日将有关说

明材料报送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公司收到《问询函》后予以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各方相关人员对《问询函》

中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和回复。鉴于《问询函》中涉及的相关事项仍待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为保证回复内容的准确和完

整，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回复《问询函》；同时，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规定，上市公司应当披露交易所涉及的相关资产的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经审计的最近

一期财务资料在财务报告截止日后六个月内有效。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财务数据审计基准日为2020年12月31日，故公司

需要增加一期审计数据，加期的财务数据基准日为2021年6月30日，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有序推进《问

询函》回复相关工作。 

2、出售研发中心标的资产和草堂标的资产事项 

为整合公司资源，增强公司盈利能力，降低管理成本，公司将拥有的位于西安高新区锦业一路16号1幢10101室的房产（不

动产权证号：陕（2021）西安市不动产权第0095217号）及附属设施及相关的债权债务（以下简称“研发中心标的资产”）转

让给西安顺亨新智能控制有限公司，与研发中心标的资产相关的人员亦转移至西安顺亨新智能控制有限公司；将位于西安市

高新区草堂科技产业基地秦岭大道西付6号的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及附属设施及相关债权债务（以下简称“草堂标的资

产”）转让给西安恒祥升智能技术有限公司，与草堂标的资产相关的人员亦转移至西安恒祥升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公司于2021

年6月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出售研发中心标的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和《关于公司出

售草堂标的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创业板指定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西安宝德自动化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3）。 

公司本次出售研发中心标的资产和草堂标的资产有利于公司进一步盘活资产，集中资源配置，增强持续经营能力，发展

公司主营业务，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上述资产的处置，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

不利影响。 

截止报告日，本次草堂标的资产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已收取第一笔及第二笔款项，该标的资产支付价款已达到总交易价款

的45%；研发中心标的资产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已收取第一笔、第二笔、第三笔及第四笔款项，该标的资产支付价款已达到总

交易价款的95%，达到协议约定的办理过户条件；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涉及的资产产权转移手续尚未办结。 

3、公司实控人减持暨实控人拟变更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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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23日，公司披露《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赵敏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邢连鲜女士拟通过协议转让、集中竞价交易或者大宗交易等合规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票不

低于37,932,813（含本数）股，不超过63,221,355（含本数）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12%-20%。 

2021年7月5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敏先生通知，赵敏先生与刘珂女士、罗惠忠先生、雷钦女士、钱雪女

士分别签署《关于西安宝德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约定赵敏先生其持有的公司63,221,352股（共占公司总

股本的20%），分别转让给刘珂女士、罗惠忠先生、雷钦女士、钱雪女士各15,805,338股，转让价格为8.192元/股，转让价款

合计517,909,315.60元。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赵敏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邢连鲜女士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降至18.23%，北京首拓融汇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首拓融汇”）及其一致行动人重庆中新融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中新融创”）持有上市公司

股份比例为28.17%，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北京首拓融汇、实际控制人变更为解直锟，其一致行动人为中新融创。 

本次协议转让预计将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截至本报告披露

日，该股权转让事项尚未完成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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