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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44                           证券简称：赛为智能                           公告编号：2021-097 

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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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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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为智能 股票代码 30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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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眭小红 叶丽存 

办公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下李朗社区联李东

路 8 号赛为大楼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下李朗社区联李东

路 8 号赛为大楼 

电话 0755-86169631 0755-86169980 

电子信箱 suixiaohong@sz-sunwin.com yelic@sz-sunw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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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571,273,334.90 678,031,232.66 678,031,232.66 -15.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2,315,773.55 86,996,989.79 86,996,989.79 -16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74,862,934.90 18,383,417.93 18,383,417.93 -5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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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后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9,761,011.45 -322,385,034.02 -322,385,034.02 109.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73 0.1097 0.1097 -161.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73 0.1097 0.1097 -161.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9% 4.94% 5.13% -8.8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5,045,008,797.56 5,038,126,578.28 4,828,025,449.52 4.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44,199,317.64 1,657,944,433.04 1,496,348,108.17 -3.49%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8,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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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勇 境内自然人 12.55% 97,459,633 73,094,724 质押 49,000,000 

周新宏 境内自然人 3.47% 26,927,200 20,195,400 质押 8,700,000 

新余北岸技术

服务中心 （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3% 22,787,861 0 质押 22,779,951 

泰达宏利基金

－浦发银行－

厦门信托－厦

门信托－财富

共赢 21 号单一

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8% 15,341,907 0   

封其华 境内自然人 1.79% 13,869,065 0   

共青城嘉乐投

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8% 13,792,323 0   

深圳市前海富

银城投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0% 7,798,000 0   

法国兴业银行 境外法人 0.66% 5,099,800 0   

宁群仪 境内自然人 0.55% 4,279,687 3,709,765   

共青城嘉志投

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4% 3,450,06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除周勇与周新宏属于一致行动人，封其华、宁群仪相互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外，未知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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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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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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1年1月1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聘任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详见2021年1月12日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

业板信息披露网站（www.cninfo.com.cn）。 

2、2021年1月18日、6月10日、6月21日、6月31日，公司分别披露了《关于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进展公告》、《关于重

大工程合同的进展公告》、《关于重要工程合同的进展公告》、《2021年第二季度合同暨重要工程合同的进展公告》，详见

2021年1月18日、6月10日、6月21日、6月31日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www.cninfo.com.cn）。 

3、2021年1月28日、1月29日、4月21日，公司分别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关于公司部分银

行账户被冻结的补充说明公告》、《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解除冻结的公告》，详见2021年1月28日、1月29日、4月21日中

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www.cninfo.com.cn）。 

4、2021年2月10日、2月25日，公司分别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公告》，详见2021

年2月10日、2月25日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www.cninfo.com.cn）。 

5、2021年4月29日、5月28日，公司分别披露了《关于公司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并申请撤回相关申请文件的公

告》、《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创业板股票发行注册程序终止通知书>的公告》，详见2021年4月29日、5月28日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www.cninfo.com.cn）。 

6、2021年5月10日、6月10日，公司分别披露了《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

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关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

详见2021年5月10日、6月10日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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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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