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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贝仕达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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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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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仕达克 股票代码 30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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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海俭 方颖娇 

办公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龙西社区学园路第

三工业区 22 栋、23 栋、34 栋、37 栋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龙西社区学园路第

三工业区 22 栋、23 栋、34 栋、37 栋 

电话 0755-84878561 0755-84878561 

电子信箱 btkcw01@bestekgroup.cn btkcw01@bestekgrou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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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752,265.05 383,735,590.66 -14.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6,460,306.98 74,407,178.70 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70,684,709.97 71,298,992.00 -0.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6,886,211.89 83,601,499.40 -43.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192 0.9301 -11.9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192 0.9301 -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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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21% 20.85% -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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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8,499,566.20 630,132,886.07 96.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47,866,378.05 464,257,549.80 125.7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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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泰萍鼎盛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05% 33,120,000 33,120,000  0 

深圳市奕龙达克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43% 31,392,000 31,392,000  0 

李海俭 境内自然人 3.75% 4,000,000 4,000,000  0 

李清文 境内自然人 3.51% 3,744,000 3,744,000  0 

肖萍 境内自然人 3.51% 3,744,000 3,744,000  0 

深圳市创新财富

一号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7% 2,000,000 2,000,000  0 

深圳市创新财富

二号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7% 2,000,000 2,000,000  0 

桂银花 境内自然人 0.17% 179,800 0  0 

陆少丰 境内自然人 0.16% 167,000 0  0 

寇金龙 境内自然人 0.15% 162,461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深圳市泰萍鼎盛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奕龙达克投资有限公司受公司实际控制人肖萍、

李清文夫妇实际控制。深圳市创新财富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创新财

富二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受公司股东李清文实际控制。 

除此以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桂银花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股数 0 股，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79,800 股，合计持有 179,8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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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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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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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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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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20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化蔓延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报告期内，

公司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落实各项疫情防控应急方案，并在第一时间响应复工复产政策号角，切实做

到疫情防控与经营管理“两手抓”、“两不误”。公司将继续秉持守正、务实的态度,抓紧抓实疫情防控和经营

发展工作,最大程度保持对客户的交付与服务能力,围绕公司经营战略有条不紊的开展各项业务，有序、稳

步、向好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32,975.23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4.0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7,646.03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76%。公司受疫情影响部分订单交期延后，导致报告期内营业收

入同比上期略有下滑，利息收入和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净利润保持与上年同期持平。报告期主要经

营情况回顾如下： 

1、全力开拓市场促发展 

报告期内，一方面，公司加强与现有优质客户多品牌、深层次的交流，快速响应客户需求，第一时间

配合客户合作开发智能喷雾器控制器，用于消毒设备助力疫情防控，充分保障交货能力；升级高精度长寿

命大功率的无刷电机控制器业务，突破关键合作领域，精耕服务，建立起更加稳固和长期的客户关系。另

一方面，公司加紧拓宽国内外市场，不断推动新项目和新客户的开发，包括除雪设备、儿童安全设备、显

示屏等智能控制器及无线吹风机、电源管理器等智能产品，优化客户结构，丰富产品多样性。目前公司已

有多项新产品进入试产阶段，有望尽快推动量产阶段。 

2、强化精益管理提质效 

为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公司综合现有技术、人才及设备等情况，实施技术升级。通过轨道集成模

组化改善多人工作业模式，逐步实施生产线自动化升级改造，坚持以“机器换人”为契机形成技术红利，创

新成本优势，强化精益管理。 

    3、统筹推动募投扩产能 

报告期内，一方面，公司有序开展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稳妥推动募投项目的建设，公司管理层积极部

署，在年初积极备货募投项目基建工程物资，在响应安全高效复工复产政策下，防止因储备不足而减缓产

能释放的节奏。另一方面，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以及复工复产相关政策效果的协同释放，公司将拥

有更完备的生产安全条件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品质、准时的交货能力等一流的服务。为满足客户订单需

求，引进多条SMT生产线及多项设备，迅速扩充产能，公司后续将继续根据市场需求提高产能释放效率，

稳步扩张打开成长空间。 

    4、加强资金管理高效益 

公司自2020年3月募集资金到账后，加强资金管理，扎实做好资金规划，严控费用支出，确保资金安

全。并实时监控短期和长期的流动资金需求，对闲置资金进行流动性高、安全性强的合理理财。公司充分

利用闲置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使得报告期内资金收益水平较同期有较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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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要求境内

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

和要求进行，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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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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