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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22                           证券简称：贝仕达克                           公告编号：2021-045 

深圳贝仕达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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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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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145,224.23 329,752,265.05 7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6,063,968.81 76,460,306.98 12.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82,430,131.82 70,684,709.97 16.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3,493,826.27 46,886,211.89 -406.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379 0.8192 -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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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379 0.8192 -34.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39% 15.21% -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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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6,583,442.93 1,508,714,875.59 2.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72,157,034.12 1,139,627,845.83 2.8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3,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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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泰萍鼎

盛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1.05% 49,680,000 49,680,000   

深圳市奕龙达

克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43% 47,088,000 47,088,000   

李海俭 境内自然人 3.75% 6,000,000 4,500,000   

李清文 境内自然人 3.51% 5,616,000 5,616,000   

肖萍 境内自然人 3.51% 5,616,000 5,6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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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 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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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 3,000,000   

上海睿亿投资

发展中心（有限

合伙）－睿亿投

资攀山二期证

券私募投资基

金 

其他 0.75% 1,202,750 0   

周伯文 境内自然人 0.26% 419,000 0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海富通

惠增多策略一

年定期开放灵

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7% 27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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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上海睿亿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睿亿投资攀山二期证券私募投资基金通过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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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证券账户持有股数 0 股，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202,750 股，合计持有 1,202,75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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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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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上半年，公司面临部分电子元器件紧缺及持续涨价的严峻形势，实现营业收入57,014.52万元，

同比增长72.9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606.40万元，同比增长12.56%。 

1、加速海内外产能落地，奏响新产能释放序曲 

报告期内，公司位于越南平阳及广东省河源市的海内外两大生产基地第一期工程均达到可使用状态。

受越南疫情影响，越南平阳生产基地努力保障现有产能交付，新产能增速放缓，目前生产经营一切正常；

公司位于广东省河源市的贝仕达克（河源）科技园整体工程紧凑快捷施工，已进入尾声阶段，第一期相关

生产设备部分已安装调试完毕，已进入试产阶段。目前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贝仕已基本完成搬迁并准备入

驻科技园。 

2、拓展业务外延式发展，高效协同产品研发 

新建产能的支撑下，公司在智能控制器及智能产品领域持续加大投入，并积极挖掘智能产品市场的需

求潜力，发挥“制造+服务”优势，继续做强做大主业。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对成都华安视讯科技有限公司的

战略投资，在投资赛道上探索更多产品研发协同与创新的可能性。未来公司将积极考虑通过外延式发展的

方式拓宽公司的产品领域，以不断巩固和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3、持续改善经营管理，推进财务信息系统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夯实基础管理,增强工作规范，持续优化和提升公司管理全流程。公司积极推进财务系

统的信息化改造升级，推进建设涵盖基于流程分析与优化为基础的IT规划、业务流程优化、信息系统实施

等全方位财务管理制度与系统。持续优化资金管理流程，进一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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