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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本报告书系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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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相关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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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履行亦不违反

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

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深圳中青宝互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青宝”）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

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

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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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速必拓 指 深圳市速必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 指 
李瑞杰和张云霞夫妇、深圳市宝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深圳市速必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宝德控股 指 深圳市宝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宝德科技 指 宝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公司、中青宝 指 深圳中青宝互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深圳中青宝互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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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15 号准则》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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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市速必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观澜高新园区研发中心 4 楼 405 室 

法定代表人：张云霞 

注册资本：57,142.857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755885753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数码通讯产品、相关软硬件的设计、开发、销售；国内贸易。(法

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禁止和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通讯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观澜高新园区研发中心 4 楼 405 室 

经营期限：2005 年 6 月 3 日至 2025 年 6 月 3 日 

主要股东情况：宝德控股持有速必拓 66.5%的股权，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

区居留权情况 

张云霞 女 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中国 深圳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一）名称：深圳市宝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72702483H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1006 号福田科技广场 C 栋 10 楼 

法定代表人：李瑞杰 

成立日期：2005 年 03 年 14 日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计算机软硬件系统开发、

电子通讯产品开发设计、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的设计、计算机及网络通讯技术的



咨询、投资管理顾问、信息咨询（以上不含限制项目） ；电子产品、计算机软

硬件及外围设备、金银制品的购销，其他国内贸易（以上不含专营、专控、专卖

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

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投资天然气加气站（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燃

料油、润滑油、化工产品的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天燃气的销售（由分支机

构经营，执照另行办理）。 

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股东性质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在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1 
深圳前海宝德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8,796 57.33% 无 

2 李瑞杰 境内自然人 44,808 37.34% 董事长 

3 张云霞 境内自然人 6,396 5.33% 无 

注：宝德控股中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持有份额明细如上表所

示。其中，李瑞杰先生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张云霞女士为夫妻关系。 

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

留权情况 

李瑞杰 男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中国 深圳 否 

 

（二）名称：宝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279372097N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新田社区深南大道 1006 号深圳国际创新中心

（福田科技广场）C 栋十一层 

法定代表人：张云霞 

成立日期：1997 年 08 月 20 日 

营业范围：计算机软、硬件及接口设备，计算机配件的开发、生产、销售自

产产品；进出口业务；房屋租赁及物业服务。节能技术开发服务；节能技术谘询、

交流服务；节能技术转让服务；能源技术谘询服务；能源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服

务；能源管理服务；售电业务；金属结构制造；移动通信及终端设备制造；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其他专业技术服务业中的为半导体、平板显示、光伏电池生产提



供技术服务。（以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淮入特别管理措施）。 

主要股东持有宝德科技股份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金额（元） 股权比例(%) 

1 深圳市宝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02,184,500 42.05 

2 深圳市恒通达远电子有限公司 31,851,750 13.11 

3 曲水世纪龙翔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5,963,750 6.57 

4 乌鲁木齐雅利安达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5,000,000 6.17 

5 深圳市金博利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250,000 2.98 

6 深圳市嘉创联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000 2.06 

7 深圳市志正立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000 2.06 

8 境外上市外资股 60,750,000 25.00 

宝德科技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取得居留权情况 任职情况 

张云霞 女 中国 深圳 否 董事会主席 

李瑞杰 男 中国 深圳 否 董事会副主席 

董卫屏 男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是 董事 

陈绍源 男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是 董事 

蒋白俊 男 中国 深圳 否 董事 

郭万达 男 中国 深圳 否 董事 

 

（三）名称：李瑞杰和张云霞夫妇 

具体内容详见“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

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一致行动人之间的关系 

李瑞杰先生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持有宝德控股 37.34%的股份，

且为宝德控股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张云霞女士为宝德科技、速必拓执行董事、

法定代表人，李瑞杰先生和张云霞女士为夫妻关系。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前，宝德

控股对宝德科技持股 42.05%，能够对其控制。速必拓为本次吸收合并的吸收合

并方，宝德控股对其持股 66.5%，能够对其控制。本次权益变动前，宝德控股、

宝德科技、李瑞杰先生和张云霞女士夫妇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关

系。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宝德控股、速必拓、李瑞杰先生和张云霞女士夫妇为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关系。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search/%E9%99%88%E7%BB%8D%E6%BA%90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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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宝德控股持有香港联交所 GEM 上市公司宝德科技

42.05%股份以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在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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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前，即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宝德控股、宝德科技、

李瑞杰和张云霞夫妇前次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62,094,513 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 23.59%。其中：宝

德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28,497,170 股，占总股本比例 10.82%；宝德科技持有公司

股份 32,763,400 股，占总股本比例 12.44%；李瑞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833,943

股，占总股本比例 0.32%。 

速必拓与宝德科技签订《吸收合并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由速必拓以支付

现金对价的方式吸收合并宝德科技。吸收合并完成后，宝德科技作为本次合并的

被合并方将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交所”）GEM 退市并解

散，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合同及一切其他权利与义务由速必拓承继。 

由于信息披露义务人速必拓吸收合并宝德科技后，被吸收方宝德科技将解

散，宝德科技法人资格丧失后，其所持股份将以非交易形式过户至速必拓，信息

披露义务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变动累计将达到 12.44%，并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

股东。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速必拓吸收合并宝德科技的所有先决条件均已经达

成，非交易过户尚未实施完成。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

股票的可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 本次权益变动履行的相关程序 

2020 年 9 月 25 日、2020 年 10 月 19 日，速必拓与宝德科技于中国深圳市福

田区分别签订了《吸收合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并于 10 月 19 日在香港联交所

披露有关吸收合并事项的公告。 



2020 年 10 月 5 日，速必拓股东会已审议通过速必拓吸收合并宝德科技的事

项。 

2020 年 11 月 3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了《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

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反垄断审查决定[2020]426 号），同意速必拓与宝

德科技合并案可以实施集中。 

2020 年 12 月 11 日，宝德科技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速必拓吸收合并宝德科

技的事项。 

四、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取得的批准 

本次权益变动实施前尚需取得的有关批准包括但不限于：深交所对本次变动

的合规性确认（如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非交易过户的办

理确认。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权益变动的方式 

速必拓吸收合并宝德科技后，宝德科技将解散并办理工商注销，其所持上市

公司的 32,763,400 股股份将非交易过户给速必拓。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前次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日后，信息披露义务人速必拓未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一致行动人宝德控股持有公司 28,497,17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0.82%；

宝德科技持有公司 32,763,4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2.44%；李瑞杰先生持

有公司 833,94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0.32%。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62,094,51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3.59%。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宝德科技将不再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速必拓将持有

公司 32,763,4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2.44%；宝德控股持有公司 19,141,47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7.27%；李瑞杰先生持有公司 833,943 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 0.32%。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52,738,82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0.03%。 

三、 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前次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日后，权益变动情

况如下： 

（一）2020 年 5 月 21 日至 2020 年 5 月 22 日，宝德控股可交换债券完成换

股合计 9,355,692，占总股本比例 3.55%。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深圳市宝德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可交换债自愿换股 2020 年 5 月 21 日 4,616,063 1.75 

深圳市宝德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可交换债自愿换股 2020 年 5 月 22 日 4,739,629 1.80 

合计 - - 9,355,692 3.55 

（二）速必拓与宝德科技签订《吸收合并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由速必拓



以支付现金对价的方式吸收合并宝德科技。吸收合并完成后，宝德科技作为本次

合并的被合并方将从联交所 GEM 退市并解散，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

合同及一切其他权利与义务由速必拓承继。 

速必拓为公司控股股东宝德控股持股 66.50%的控股子公司，宝德科技为宝

德控股持股 42.05%并拥有实际控制权的联交所 GEM 上市公司。 

本次吸收合并前，宝德科技持有中青宝股份 32,763,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44%。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宝德科技将解散，其持有中青宝的 32,763,400

股股份将非交易过户给速必拓，速必拓作为吸收合并后存续的公司将持有中青宝

股份 32,763,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44%。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宝德科技

集 

团股份有

限 

 

合计持有股

份： 
32,763,400 12.4448 0 0 

其中：无限售

条件股份 
32,763,400 12.4448 0 0 

有限售条件股

份 
0 0 0 0 

深圳市速

必拓网络

科技有限

公司 

合计持有股

份： 
0 0 32,763,400 12.4448 

其中：无限售

条件股份 
0 0 32,763,400 12.4448 

有限售条件股

份 
0 0 0 0 

深圳市宝

德投资控

股有限公

司 

合计持有股

份： 
28,497,170 10.8243 19,141,478 7.2707 

其中：无限售

条件股份 
28,497,170 10.8243 19,141,478 7.2707 

有限售条件股

份 
0 0 0 0 

李瑞杰 

合计持有股

份： 
833,943 0.3168 833,943 0.3168 

其中：无限售

条件股份 
208,486 0.0792 208,486 0.0792 

有限售条件股

份 
625,457 0.2376 625,457 0.2376 

注：  



1、以上合计比例与各分项比例之和尾数如有差异，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2、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过户登记等相关手续。 

四、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股份权利受限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宝德控股所持股份中被质

押股份数量为 6,000,000 股，占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 11.38%，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28%。 

除上述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上市公司其他股

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等受限情况。 

五、 本次权益变动后上市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由于宝德科技、速必拓均为宝德控股的控股子公司，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由宝德控股、宝德科技、李瑞杰和张云霞夫妇变更为

宝德控股、速必拓、李瑞杰和张云霞夫妇；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第五节 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速必拓吸收合并宝德科技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其自有资

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形，保证资金来源均符合

法律的规定。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相关合伙人均已承诺：吸收合并所支付的资金均来源于

公司自有资金，不存在由其他主体为其代支付收购资金的情形，亦不存在利用杠

杆收购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形，拥有足够的资金实力完成本次收购。 

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内暂无对上市公司主营

业务作出重大改变或调整的明确计划。如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内有改变

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重大调整的明确计划，则信息披露

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的后续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内暂无对上市公司或其

子公司的资产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明确计划。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的调整计划。 

四、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

修改的计划，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修改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

照法律法规和中青宝《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法定义务。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内，暂无对上市公司现

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明确计划。如果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

整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法律法规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法定义务。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大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内，暂无对上市公司有

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明确计划。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

际情况需要进行修改的或者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提出利润分配方案的，信息披露

义务人将按照法律法规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法定义务。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业

务和组织机构有重大影响的调整计划。如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

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履行相关法定程序和法定义务。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影响的分析 

一、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与中青宝在人员、资产、财务、

机构、业务上做到“五独立”，保证人员独立、资产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

和业务独立。 

二、关联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避免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非正常性关联交易：对于上市公司日

常经营所必须的关联交易事项，或者任何可能产生利益冲突的其他事项，将依照

上市公司的章程、有关上市规则等规定，在董事会或促使相关关联股东在股东大

会上回避表达。 

三、同业竞争 

如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或相关监管部门认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信息披露

义务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正在或将要从事的业务与上市公司

及其下属企业存在同业竞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控制的其他公司

将在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提出异议后及时转让或终止该项业务。如上市公司及

其下属企业进一步提出受让请求,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控制的其他

公司将无条件按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审计或评估的公允价格将上述业务

和资产优先转让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从未发生合计金额高于 3,000 万元或者高于

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5%以上的交易情况。 

二、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重大交易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从未发生合计金额超过 5

万元的交易情况。 

三、对拟更换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存在其他任何

类似安排情况。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从

未开展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的

情形。 

第九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股份变动情况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6 个月内，信息

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其他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行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

系亲属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6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行为。 



第十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情况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财务情况： 

（一）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0,372,837.10 274,125.93 341,761.53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5,212,841.61 6,227,889.52 1,952,928.19 

预付款项 9,615,359.72 8,745,359.72 7,706,740.06 

其他应收款 323,654,490.01 74,556,924.01 42,611,425.75 

存货   135,264.00 

其他流动资产 1,259,563.19 135,849.10 67,924.53 

流动资产合计 360,115,091.63 89,940,148.28 52,816,044.06 

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520,569.71 550,569.71 618,645.29 

无形资产 38,259.10 56,566.49 20,164.84 

递延所得税资产 718,786.88 99,522.17 - 

非流动资产合计 1,277,615.69 706,658.37 638,810.13 

资产总计 361,392,707.32 90,646,806.65 53,454,854.19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0,000,000.00 25,000,000.00 - 

应付账款 11,842,317.76 605,317.76 609,717.74 

预收款项 5,549,337.46 5,623,292.63 3,927,150.16 

应交税费 -102,359.75 -397,030.46 -158,874.40 

其他应付款 67,087,222.91 73,202,627.95 66,583,078.40 

流动负债合计 104,581,237.88 104,034,207.88 70,961,071.90 

负债合计 104,581,237.88 104,034,207.88 70,961,071.90 

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 280,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未分配利润  -23,188,530.56   -23,387,401.23  -27,506,217.71 

股东权益合计  256,811,469.44   -13,387,401.23       -17,506,217.71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361,392,707.32  90,646,806.65  53,454,854.19 

 

（二）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一、主营业务收入  35,368,432.78 28,665,442.00 23,846,496.04 

减：营业成本 28,380,291.72 22,940,615.00 21,686,315.66 



税金及附加 34,802.59 20,988.57 23,701.27 

销售费用 1,000,770.26 611,116.20 2,376,250.80 

管理费用 262,518.18 345,619.00 1,272,810.52 

研发费用 3,681,216.28 635,106.99 1,310,685.00 

财务费用 2,096,754.56 1,473.10 179.97 

加：其他收益 133,093.75 - - 

二、营业利润  45,172.94 4,110,523.14 -2,823,447.18 

加：营业外收入 153,897.73 8,293.34 7,424.76 

减：营业外支出 200.00 -  

三、利润总额 198,870.67 4,118,816.48 -2,816,022.42 

四、净利润 198,870.67 4,118,816.48 -2,816,022.42 

 

（三）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一、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8,431,632.41 27,721,638.03 27,502,537.92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86,991.48 6,627,842.89 30,452,929.8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8,718,623.89 34,349,480.92 57,955,467.75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0,373,477.05 25,248,222.77 30,972,009.9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584,351.30 765,837.46 6,244,606.01 

支付的各项税费 125,152.46 156,761.55 342,463.0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62,536,931.91 33,123,975.75 22,091,188.2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83,619,912.72 59,294,797.53 59,650,267.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4,901,288.83 -24,945,316.61 -1,694,799.4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 -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 122,318.99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 122,318.99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122,318.99 - 

三、 筹资沼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70,000,000.00 -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0,000,000.00 25,000,000.00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90,000,000.00 25,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5,000,000.00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5,000,000.00 -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5,000,000.00 25,000,000.00  

四、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0,098,711.17 -67,635.60 -1,694,799.47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加物余额 274,125.93 341,761.53 2,036,561.00 

五、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0,372,837.10 274,125.93 341,761.53 

二、 最近一年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审计意见主要内容  



深圳天大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针对深圳市速必拓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深天大审字［2020］第 788 号审

计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我们审计了深圳市速必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财务报表， 

包括 2019 年 12 月 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19 年度的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 所

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公允反映了贵公司 2019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9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 

 

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 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信息披露义务人不

存在以下情形： 

（一）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二）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三）最近 3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

情形。 

信息披露义务人能够按照《收购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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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



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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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 

一、 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工商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4、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对上市公司后续计划的说明； 

5、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解决及避免与上市公司之间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6、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减少和规范与上市公司之间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的

承诺函； 

7、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8、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及符合《收购办法》

第五十条规定的说明； 

9、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未变更的说明； 

10、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情况

的说明； 

11、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协议收购资金来源的承诺函； 

12、速必拓与宝德科技吸收合并协议。 

二、 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上市公司证券部。 

 



 

第十三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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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市速必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云霞                       

签署日期：2020 年 12 月 11 日 

  



第十四节 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中青宝互动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广东省深圳市 

股票简称 中青宝 股票代码 300052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深圳市速必拓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深圳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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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对境内、境外其他

上市公司持股 5%以

上 

是  ☑ （1家）  否□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

数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拥有境

内、外两个以

上上市公司的

控制权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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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吸收合并，非交易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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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德科技持股数量：32,763,400 股  持股比例：12.44% 

速必拓持股数量：0 股  持股比例：0% 

宝德控股持股数量：28,497,170 股  持股比例：10.82% 

李瑞杰持股数量：833,943 股  持股比例：0.32%   

合计持股比例为 23.59%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的数量

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A股  

宝德科技持股数量：0 股  持股比例：0% 

速必拓持股数量： 32,763,400股  持股比例：12.44% 

宝德控股持股数量：19,141,478 股  持股比例：7.27% 

李瑞杰持股数量：833,943 股  持股比例：0.32%   

合计持股比例为 20.03%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变动的

时间及方式 

速必拓吸收合并宝德科技后，宝德科技将办理工商注销，导致法人资格丧失，

宝德科技所持股份将以非交易形式过户至速必拓。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

否存在持续关联交

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

否存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不排除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持公司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股份变动情况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6 个月内，信息

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行为。 

是否存在《收购办

法》第六条规定的情

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收购办

法》第五十条要求的

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

金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及批准

进展情况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声明放弃行使相

关股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深圳中青宝互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字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深圳市速必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张云霞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名称（签章）：宝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张云霞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名称（签章）：深圳市宝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李瑞杰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名称（签章）：李瑞杰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名称（签章）：张云霞                       

 

日期：2020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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