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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宝德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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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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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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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德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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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邢连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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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29-89010610 

电话 029-89010616 

电子信箱 dongmiban@bode-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为了整合资源，聚焦主营业务，调整业务结构，提高公司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公司于2019年开始实施出售所持有

的庆汇租赁90%股权，处置风险资产，并于2019年11月份将融资租赁业务剥离出上市公司。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自动化

及融资租赁业务。 

（一）自动化业务 

1、业务情况 

2009年公司在创业板上市后，公司的自动化业务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专注于石油钻采电控系统。近年来，公司的产品和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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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紧紧围绕着“一改（对传统行业的自动化改造）、两效（提高作业的效率、提升客户的效益）、三能（节能、智能、高性

能）”，专注于国内石油钻采电控系统与自动化产品的研发、销售与服务。  

近年来，公司从客户需求角度出发，对原有产品进行升级改造，丰富和优化产品线，通过抓订单、抢份额、调结构、降

成本等措施确保公司在石油钻采电控领域的优势地位，将市场范围从国内拓展至北美、南美、俄罗斯和中东等多个地区，逐
步成长为一家具有技术优势和影响力的国际化油田自动化服务企业。 

2、行业情况 

目前，全球经济正处于调整阶段，石油价格动荡起伏，公司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坚持自主研发、技术创新，积极推

进产品升级、智能化及系统解决方案的转型，公司市场范围已从国内拓展至北美、南美、俄罗斯和中东等多个地区。 

3、行业地位 

作为高端石油钻采电控系统的提供商，公司具有行业领先的技术及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线不断丰富和优化，产品市场认

可度逐步提高，2018年公司自主研发的VSD控制系统（抽油机控制柜）取得欧盟CE认证证书，为开拓欧标海外市场打开了
通道。公司将紧抓这一历史机遇，通过抓订单、抢份额、调结构、降成本等措施确保公司在石油钻采电控领域的领先地位，

促进经营业绩的提升。 

（二）融资租赁业务 

公司于2015年收购庆汇租赁90%股权，随着金融经济环境的改变，融资成本上升、存量客户资金流紧张等问题开始出现，
融资租赁行业面临一定转型压力。部分风险项目出现违约情况，上市公司面临一定的资产减值和诉讼纠纷等压力。 

公司基于对外部经济形势和融资租赁行业的判断，在审慎评估行业发展预期及庆汇租赁整体经营状况的基础上，出售所

持有的庆汇租赁90%股权，从而保障公司稳健经营，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2019年11月21日，公司已收到首拓融汇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款，完成了庆汇租赁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工商变更登

记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庆汇租赁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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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124,817,327.95 418,236,046.93 -70.16% 721,537,56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7,311,901.41 -575,608,995.73 32.71% 29,534,65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9,001,079.76 -628,657,907.65 38.12% 17,058,580.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9,611,715.67 967,602,935.57 -47.33% -267,927,869.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3 -1.82 32.71% 0.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3 -1.82 32.71% 0.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5.73% -73.32% -42.41% 2.79%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583,125,461.07 4,898,244,724.04 -88.10% 6,772,275,400.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87,257,704.22 497,012,917.41 -1.96% 1,073,017,36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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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305,376.83 45,606,027.88 19,959,613.77 3,946,309.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181,254.70 -81,805,156.46 -46,056,082.83 -196,269,407.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3,542,403.50 -82,509,582.43 -46,212,223.61 -196,736,870.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547,546.79 583,527,349.71 74,137,716.77 -72,505,804.02 



西安宝德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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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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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1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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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赵敏 境内自然人 34.04% 107,587,324 101,92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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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10,906   

陕西健和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8% 5,000,000 0 
质押 5,000,000 

冻结 5,000,000 

李柏佳 境内自然人 0.87% 2,750,000  质押 275,000 

范洁 境内自然人 0.30% 942,100 0   

李昕强 境内自然人 0.28% 898,126 0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国金量化多
策略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25% 796,580 0   

周增荣 境内自然人 0.23% 718,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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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存在一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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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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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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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481.7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0.16%；营业利润为-45,202.49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亏

损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8,731.19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亏损32.71%。经营成果变动原因分析如下：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70.16%，主要系报告期出售原控股子公司庆汇租赁，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所致。 

报告期内，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亏损37.59%，主要系原控股子公司庆汇租赁部分项目在2018年按照会计准则对不

良资产计提减值准备，2019年在此基础上，按照会计准则对不良资产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及信用减值损失所致。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亏损32.71%，主要系报告期出售原控股子公司庆汇租赁，合

并范围发生变化所致。 

报告期内，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及信用减值损失合计10,999.23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80.66% ，主要系报告期出售原控股

子公司庆汇租赁，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0,961.1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7.33%，主要系：（1）报告期出售原

控股子公司庆汇租赁，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所致；（2）报告期原控股子公司庆汇租赁融资租赁和委托贷款业务投放减少所致。

详见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中附注七“78现金流量表项目”。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石油钻采自动化

产品及服务 
30,161,559.17 -28,892,242.74 52.51% 4.74% -3.77% 36.89% 

融资租赁 89,115,266.99 -423,132,656.53 -349.63% -77.06% -7.30% -30.71%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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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9年4月26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1）变更原因 

根据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
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企业会

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有关要求，作为境内上市企

业，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要求，于2019年1月1日对金融工具会计政策进行变更。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预计不会对公

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2、2019年7月23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1）变更原因 

①新财务报表格式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对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
报表。  

②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对准则体系

内部协调与明确具体准则适用范围进行修订。 

③债务重组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对准则体系内部协

调与债务重组定义进行了修订。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2)变更日期  

①新财务报表格式 

公司在编制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时，适用新财务报表格式。  

②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公司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财政部2019年5月9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

会[2019]8号）准则。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
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③债务重组  

公司自2019年6月17日起，执行财政部2019年5月16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

[2019]9号）准则。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

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3)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①新财务报表格式  

公司根据《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相关要求编制财务报表，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项

目填列口径产生影响，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财务指标。  

②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2019年5月9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

对2019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不进行追溯调整。  

③债务重组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2019年5月16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 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对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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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19年11月21日变更完成了庆汇租赁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出售了持有的庆汇租赁90%股权。因此，公司2019

年度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报告期合并庆汇租赁1-11月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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