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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44              证券简称：*ST赛为           公告编号：2022-038 

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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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太（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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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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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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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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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金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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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755-86169393 0755-86169393 

电话 0755-86169631 0755-86169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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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将人工智能板块发展作为核心发展战略，以人工智能软硬件产品和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为发展定位，通过应用人工

智能算法提供建图、导航、定位、识别、决策等一系列底层技术，基于机器视觉、自主导航、智能控制、数据分析等核心技

术自主研发制造硬件产品，如无人机、机器人、图像及视频识别系统、轨道交通车载平台等人工智能产品；另一方面，通过

运用上述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和硬件产品赋能轨道交通、智慧城市和工业运维等业务，为各应用场景的日常运维构建提供综合

解决方案，如大数据分析平台、公共信息平台、地理信息共享平台、智慧旅游、智慧社区等。公司依托在工业自动化、软件

开发和人工智能算法方面的经验和技术积累，以及行业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目前已经形成“人工智能”、“智慧城市”、“文

化教育”三大主营业务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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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产品如下： 

 

1、人工智能硬件产品 

公司围绕人工智能核心发展战略，深耕人工智能核心技术，以市场为导向不断拓展人工智能产品，目前已形成包括无人

机、机器人、图像及视频识别产品、轨道交通车载产品为主的产品线。 

（1）无人机系列产品 

公司的赛鹰无人机系列产品种类丰富，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①矿山爆破巡检：采用5G+网联无人机助力电信5G超级上

行技术，实时监控爆破范围，及时准确疏散人员；②应急通信：赛为智能系留多旋翼无人机搭载基站等通信设备，多次配合

某部队进行应急演练，以及配合运营商进行基站应急通信测试。当灾害来临时，能够快速建立起临时通信网络；③空中喷洒：

油电混动多旋翼无人机在疫情防控方面发挥了巨大功效，消毒覆盖喷洒面积大，效率高，续航时间长，在消杀过程中大大减

少了人工作业，避免交叉感染，取得了很好的防疫效果；④应急照明：某应急前线指挥部，赛鹰系留多旋翼无人机搭载应急

探照灯，为救援现场提供长时间滞空照明；⑤物资投送：某洪水灾害现场，赛为智能大载荷油电混动无人机、无人直升机携

带应急物资，对受灾群众进行定向精准投放；⑥电力巡检：某配电线路，赛为智能共轴双旋翼无人机完成了线路智能精细化

巡检，相较传统人工徒步巡线，极大地提高了巡检效率，有效保证工作人员人身安全。公司无人机系列产品包括：系留无人

机和油电混合多旋翼无人机、手抛型共轴反桨微小型无人机、无人直升机等系列。 

a)系留多旋翼无人机 

系留多旋翼无人机是一种通过系留电缆由地面电源供电的无人机，具备长时间滞空悬停能力，可兼容多样化的有效载荷。

公司系留无人机产品线丰富，根据载荷和升限高度可广泛应用于不同领域：赛鹰SY4KT有效载荷6公斤，悬停高度可达100

米，系统体积小、重量轻、展开撤收便捷，主要应用于应急照明、电视直播等领域；赛鹰SY12KT系留旋翼无人机是公司自

主研发制造的第四代系留悬停无人机系统，采用上下分布旋翼设计，拥有独特的高功率机载直流电源设计技术和出色的动力

冗余系统，主要应用于通信中继、边境巡逻、安防监控等；赛鹰SY14KT系留多旋翼无人机是针对高空无人机基站应用设计

的一款飞行平台，具有快速响应、机动布局、驻空时间长、载重大等特点，有效载荷15公斤，悬停高度200米。 

b)共轴双旋翼无人机 

赛鹰SY125CH无人机采用共轴双旋翼技术，对旋翼气动、变距结构进行创新设计，最大起飞重量3KG，最大续航时间

40分钟，是一款适用于严苛的环境，高度智能化、隐蔽性强的微小型无人机，整机采用模块化设计，结构紧凑，维护方便，

便于携带，全自主，高精度控制，定位准确，能够实现在手中起飞降落，可广泛应用于军事侦查、对地打击、情报运营、公

共安全、航空摄影、环境监测等。 

c)大载荷油电混动多旋翼无人机 

赛鹰油电混动无人机采用先进的发动机、发电机一体化动力电源技术，结合油动和电动的优势，通过油动发电保留了燃

油的高能量，而电力驱动旋翼发挥了电驱动操纵灵活的特点。赛鹰SYOL50无人机机身由碳纤维和铝合金打造，坚固耐用，

有效载荷20公斤，续航时间2小时且具有长航时、环境适应性好等特点；赛鹰SYOL100无人机采用北斗RTK技术辅助下的高

精度组合导航定位，配备两台120cc电喷汽油发动机，动力强劲，有效载荷可达到40kg，兼容多样化载荷。赛鹰大载荷油电

混动多旋翼无人机可广泛用于军事、运输、农业、安防和科研教育等领域。 

d)大载荷无人直升机 

赛鹰无人直升机是公司自主设计研发、具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的无人机产品。赛鹰SY120H无人直升机采用34HP水冷转

子发动机，可以根据用户特殊载荷需求进行机身外形设计，有效载荷35公斤，续航时间大于2小时；赛鹰SY450H大载重无人

直升机采用共轴双层旋翼设计，起飞重量可达450公斤，有效载荷150公斤，续航时间大于2小时，采用115马力涡轮增压发动

机，可在4000m海拔高度飞行。赛鹰无人直升机可用于物流运输、边防巡逻、应急救援等领域。 

（2）工业巡检运维机器人及运维平台 

    目前，赛为智能已研制开发出多款工业巡检机器人，并自主研发出巡检运维平台，可以面向不同的工业应用场景，替代

人工完成巡检任务，并实现机器代人、无人值守，帮助业主降低人工成本，提高运维效率，保障安全生产，促进节能环保。

相关产品如下： 

a)挂轨式巡检系列 

电力巡检机器人GE100、隧道巡检机器人SE100、智能巡检机器人SE300、隧道消防机器人SE400、输煤栈桥巡检机器人

SP100，可用于数据中心／机房巡检、变配电房巡检、地下电缆隧道巡检、地铁隧道巡检、城市综合管廊巡检、输煤栈桥巡

检、钢厂输送系统巡检、选矿厂输送系统巡检等复杂或环境恶劣的场景。 

b)轮式巡检系列 

室外巡检机器人NB100、机房巡检机器人LE100、室外巡检机器人NB600，可用于变电站、升压站、油田、化工场站、 园

区、车站、警用巡逻、电力机室、数据中心、工厂巡检等场景。  

c) 工业巡检运维平台 

赛为智能工业巡检运维平台面向冶金、能源、金融及轨道交通等产业的升级需求，围绕安全生产、节能环保等目标，搭

建工业巡检运维平台。其通过先进的机器视觉及视频图像分析技术和大数据平台，基于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构建远程运维系

统，将机器、设备、人员、环境信息打通，创新智能感知端机器人、设备与存量工控系统及外部数据源进行整合和统筹管理，

实现有效的协同和对接，彻底解决掉信息孤岛的痛点，完成对远程生产及设备的实时监测、预警、诊断、优化、维护、能源

管理等，实现全域全维度数据动态可视化，为客户提供工业设备数据采集与分析、状态在线监测、故障预等一体化预测性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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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运维解决方案。同时，也为企业提供数据分析可视性、智慧预警与决策等多种增值服务，实现工业设备智慧化转型升级、

安全风险主动预防和预测性维护，助力传统行业的智能化升级和数字化转型。 

（3）图像与视频识别 

在图像与视频识别产品方面，公司创建了基于视频分析的算法团队，主攻图像分析、智能视频分析方向，依托公司视频

分析的技术积累，主导组建了广东省智能视频分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复杂环境下人体多姿态检测技术、智能视频行为分

析技术、人脸识别技术、车牌识别技术为主要研究方向，致力于推动智能视频分析技术在“国家应急体系”、“平安城市”、“平

安建设”、“科技强警”等领域的应用。目前，公司在该领域的主要应用落地产品为“机场野生动物智能管理系统”。 

赛为智能自研的机场野生动物智能管理信息系统平台，通过智能决策建立鸟情探测、生态监测、数据分析研判、预测预

报、工作指令发布、资源统筹调度等功能体系，提高保障飞航安全的科学性、时效性、准确性，有效降低鸟击事件发生概率，

切实提升鸟击防范管理水平。该套系统平台基于纯图像视频方法研发，是国内为数不多、率先在示范机场落地应用的野生动

物智能管理系统平台。其具有建设运营成本低、准确性高、漏检率低的优点，可以高效实现有据可查、有史可依的管控效果。

同时，打破了外国品牌的行业垄断现状，实现平台的国产替代。该平台不但可以有效监测和评估鸟类的高风险活动，还可对

当地常见鸟类种群、昆虫种类进行分类，为机场周边生态环境监测提供可视化数据支撑。 

 

2、智慧城市产品 

公司专注于智慧城市顶层设计，公司智慧城市板块主要承接智慧城市整体运营解决方案、建筑智能化、城市轨道交通智

能化、大数据等业务，拥有较强的智慧城市综合性软件平台设计与开发能力，并在智慧吉首PPP项目及吉尔吉斯斯坦智慧城

市等国内外项目中积累了智慧城市顶层设计和运营经验。目前主要产品包括轨道交通系列产品、数据分析平台产品、基于无

人机的林业防护监测预警管控云平台等。 

（1）轨道交通系列产品 

a）无人驾驶轨道交通综合监控系统 

轨道交通综合监控系统是一个高度集成的综合自动化监控系统，通过对机电设备和机电系统的集中监控功能和协调联

动，实现对地铁弱电设备的集中监控和管理功能，实现相关各系统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调互动功能。系统综合利用云计算、

大数据、网络通信、自动控制、建筑模型、地理信息和系统集成等先进技术，实现网络融合、数据共享、智能协同和可视化

管理，有效消除信息孤岛、避免重复建设，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为决策指挥提供业务支撑，达到节约资源、优化管理和提升

服务的运营目标。此外，系统融入人工智能和无人驾驶控制模式，促使地铁运营更加合理。目前该产品已经较为成熟，并应

用于国内多条地铁项目中。 

b) 轨道交通车载乘客信息系统 

轨道交通车载乘客信息系统采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一体化的技术方案，以工业级模块化设计概念集成了车载广

播对讲系统、车载信息显示系统和车载视频监控系统以及车载网络通信系统，并融入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客流统计分析系统。

系统综合运用先进成熟的网络通信技术、媒体信息处理技术、现场总线控制技术等，在列车内实现了视频监控、媒体播放、

列车广播、司机对讲和乘客对讲以及各类信息发布、客流统计分析等功能，有效实现了不同业务系统之间的系统联动和协同

工作，系统运行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可为乘客出行提供舒适的乘车环境，为列车在正常情况和紧急情况下的运营管理提供科

学、有效的管理手段。公司轨道交通车载乘客信息系统产品已经服务于国内多条轨道交通项目，提升了公司在轨道交通领域

的整体市场竞争力。 

c) 轨道交通产品未来发展方向（远期产品介绍） 

随着城市轨道交通的网络化运营，保障运营安全、提高服务质量和降低运营成本的刚性需求开始凸显，相关设施和设备

的可靠性、可用性、可维修性和安全性要求越来越高，促使对运营维护的要求越来越高，运营维保部门的负担越来越重，对

运营维保人员的管理水平、专业知识和技术水平的需求也相应提升。因此赛为智能在轨道交通产品方向的研究重心为： 

1) 赛为智能智慧运维管控平台（轨道交通） 

智慧运维管控平台是在现有赛为智能自主研发的综合监控系统基础上，应用预防性诊断智能化模型，构建的新一代设备

综合管理智能化信息系统。本系统是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第一套“监、控、管”一体化系统，贯穿业务管理层和基础自动化层，

与综合监控数据采集直接对接，打通管理系统与实时生产系统的闭环管理，实现“一网到底”的状态管理和故障预警。同时也

是第一套完整的资产一体化全寿命周期管理云服务平台，基于“资产一体化全寿命周期”的理念，从建设阶段资产前期管理开

始，覆盖检维修过程，实现设备运维管理业务全过程的监督和管控。 

智慧运维平台聚焦设备运维管理核心业务，以设备管理精细化为核心，运用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系统管理方法和工具，

建立贯穿运营公司、中心、工区的三级运营平台，打造设备标准的执行平台。通过建立综合高效的运维管理平台，切实解决

地铁运维管理行业存在的核心问题，并建立运维管理工作经验积累、分享、利用的良性自运转体系。 

2）城轨云统一融合综合监控业务平台 

基于“城轨云”的统一融合综合监控业务平台通过集成/互连电力监控系统、环境及设备监控系统、火灾报警系统、能源

管理系统、自动售检票系统、视频监视系统、门禁系统、站台门系统、广播系统、乘客信息系统、通信集中告警系统（系统

设备运行及故障告警监视）、车场智能化系统等，对多个相关信息监控系统数据信息进行综合处理，使各机电设备系统在一

个统一的信息平台的监控下可靠、高效、节能的运行，实现地铁设备、环境、供电等监控的集中运营管理，从而提高地铁运

营管理的自动化水平，降低人工操作的复杂性及强度。 

公司现有已自主研发的线路级的综合监控系统已成功应用于多条正在运行的地铁线路，也成功应用于国内为数不多的全

自动无人驾驶线路，随着地铁建设的发展以及技术的发展，线网级的综合监控平台建设需求也提上了日程。为巩固和提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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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在综合监控系统市场的占有率及扩大技术优势，特规划该平台的研发。 

3）赛为智能AI智慧车站综合解决方案 

智慧车站是人、环境与设备的智慧互联,是以实现“运行状态全方位精准感知、运行趋势智能化分析预判、信息指令一体

化主动推送、运行规则拟人化自动进化”为目标的城市轨道交通智慧服务站点。 

智慧车站系统以现有的综合监控平台为基础，在车站管理、运营维护、安全保障和调度指挥等应用领域持续研发和系统

迭代，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驱动轨道交通技术、经验、知识的模型化、标准化、软件化、复

用化，不断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实现业务和组织的弹性伸缩，形成可快速迭代、资源富集、多方参与、合作共赢、协同演进

的工业互联网信息新生态。 

4）赛为智能车地一体化PIS系统 

车载PIS系统是目前赛为智能的一款成熟产品，目前应用于国内多个城市的地铁线路（如合肥、青岛、武汉、南昌、重

庆等）。PIS系统分为车载PIS系统和地面PIS系统，随着技术的不断融合发展，以及实际的运营需求，车地一体化PIS系统将

成为未来的趋势，所以公司也将车地一体化PIS系统的研发列入规划，巩固和加强公司PIS系统在国内的市场地位。 

车地一体化PIS系统主要由中心子系统、站台子系统、网络子系统、车载子系统和外延子系统组成。 

通过车地一体化PIS系统研发，将实现如下目标： 

· 高清流媒体播放及高品质音频，打造优质的运营环境，使乘客在客室内享受高品质的多媒体效果； 

· 通过车厢客流密度分析，为乘客提供一种便捷的出行方式，便于乘客候车； 

· 数据共享及视频识别分析技术，让管理者实时了解运营情况，及时调整运营状态，打造更安全便捷的运营环境； 

· 设备在线监控及远程维护平台，使系统时刻运营在最佳状态。 

（2）数据分析平台产品 

赛为智能大数据分析平台基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整合各类信息平台以及各应用系统，消除信

息孤岛，实现各信息系统与公共数据的互联共享，为各类应用系统提供权威可靠的公共数据资源服务，时空信息承载服务，

数据挖掘和决策支持服务。平台支持一站式城市级数据开发、分析及应用平台支持，包含大数据存储、计算、安全、工具和

服务等大数据应用解决方案。平台简单易用，数据分析人员能够通过平台，快速实现城市级应用、行业及企业应用的深度数

据分析，发现数据规律，预测未来趋势。 

赛为智能大数据分析平台包括大数据统计分析子平台，大数据挖掘分析子平台，大数据可视化配置子平台等。 

（3）基于无人机的林业防护监测预警管控云平台 

本平台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林业

生态安全和保障畜牧业生产为出发点，以增强生物灾害防控水平和能力为核心，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植保方针和“绿

色植保”理念。综合运用科技、行政、法律等手段，完善“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森林病虫害防控机制。因害设

防，分区施治，突出重点，标本兼治，切实加强森林病虫害监测预警体系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森林病虫害监测预警和综合防

治能力，积极探索和实践森林病虫害治理的长效机制，有效遏制森林病虫害的蔓延和扩散，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维护林

业生物多样性，保障农牧业生产安全可持续发展，逐步实现森林病虫害的可持续治理。 

本系统以赛为智能大数据技术作为核心技术，接入多款赛鹰无人机飞行平台，开发建设森林病虫害监测预警综合管理平

台，包括森林病虫害调查APP及疫情精细化管理系统、森林病虫害无人机遥感分析服务系统、森林病虫害地面物联监控分析

系统、森林病虫害检疫检测数据管理系统、森林病虫害疫情信息可视化管理系统，提升对森林病虫害地面物联监测能力，同

时配合森林病虫害物联网智能监测站，每个监测站配置物联网虫情测报灯、松墨天牛性诱远程实施监测系统、小气候监测设

备及生境实时监控设备。 

该系统会大大提高森林病虫害监测范围和监测能力，实现森林病虫害监测的规范化、数字化、智能化、可视化，提高森

林病虫害的预测预报的准确性，提高应对重大森林病虫害应急反应能力，缩短重大森林病虫害应急处置反应时间，实现灾情

的“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实现森林病虫害测报准确率在90%以上，为防治决策与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3、休闲游戏 

北京开心人凭借自身强大的研发能力，不但从事社交游戏及社交平台开心网运营，并将业务拓展到移动网络游戏研发和

发行运营，形成集研发、发行、运营一体化的全产业链模式。公司始终坚持移动网络游戏精品化开发战略，目前主要运营的

游戏为移动网络游戏《一统天下》、《三国群英传手游》、《装甲联队online》。 

（1）《一统天下》  

本项目是一款以“实时国战”为核心玩法的大型三国题材SLG游戏。游戏画风精美写实，地图场景贴合史实，武将设计丰

富多样，为玩家营造出超强的的三国代入感。 

（2）《三国群英传手游》  

本项目是一款三国题材的SLG手机游戏产品。在还原宇峻奥汀《三国群英传》经典战斗的基础上，项目结合MMORPG

战斗特点，打造出半开放战场中实时操作的策略玩法，让用户在体验《三国群英传》经典玩法的同时，获得更新鲜的玩法体

验。 

（3）《装甲联队online》  

本项目是一款现代军事反恐题材的SLG手游产品，玩家通过扮演一名军事指挥官，募集著名将领，编组自己的海陆空部

队，对邪恶势力进行打击。玩家可以在战斗过程中实时指挥作战部队，并可使用远程导弹等技能支援前线作战，获得逼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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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战争游戏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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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9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3,320,157,641.

13 

5,038,126,578.

28 

4,582,639,733.

55 
-27.55% 

4,557,160,137.

44 

4,595,869,566.

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034,382,776.
55 

1,657,944,433.
04 

1,246,754,343.
20 

-17.03% 
1,717,392,775.

58 
1,725,868,789.

05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9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032,394,738.

70 
1,569,504,579.

10 
1,355,424,027.

16 
-23.83% 

1,276,629,503.
36 

1,255,032,656.
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49,013,426.6

5 
-59,085,414.14 

-429,624,328.1

1 
18.76% 

-470,939,073.6

2 

-487,785,605.5

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63,258,182.2

2 
-92,232,568.61 

-463,865,318.2

5 
-42.99% 

-504,019,019.6

3 

-520,982,116.3

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07,942,852.84 24,689,960.46 

-232,384,883.1

9 
275.55% 363,186,134.67 289,790,278.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96 -0.0771 -0.5447 17.46% -0.602 -0.62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496 -0.0771 -0.5447 17.46% -0.602 -0.62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75% -3.47% -29.10% -3.65% -22.41% -10.39%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参见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附注五、41.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参见第十节 财

务报告之附注十六、1.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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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020,939.65 259,252,395.25 119,273,812.80 341,847,59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66,108.84 -54,381,882.39 62,789,998.90 -359,487,65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819,027.13 -61,043,907.77 -22,534,786.47 -565,860,460.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89,090.10 20,571,921.35 -40,677,983.66 418,859,82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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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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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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5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6,860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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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5% 97,459,633 73,094,724 质押 77,900,000 

周新宏 境内自然人 3.30% 25,427,200 20,195,400 质押 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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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12,341,907 0   

封其华 境内自然人 1.05% 8,099,765 0   

新余北岸技术

服务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5% 7,343,021 0   

黄泽坚 境内自然人 0.88% 6,770,000 0   

任志明 境内自然人 0.51% 3,953,900 0   

宁群仪 境内自然人 0.45% 3,479,687 2,909,765 质押 2,600,000 

林惠明 境内自然人 0.41% 3,153,200 0   

周庆华 境内自然人 0.35% 2,687,16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之间，除周勇与周新宏属于一致行动人，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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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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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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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公司分别披露了《关于聘任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关于聘任公司2021年度

审计机构的公告》，详情于2021年1月12日、10月19日披露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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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1月29日、4月21日、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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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

的公告》，详情于2021年1月28日、1月29日、4月21日、12月31日披露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www.cninfo.com.cn）。 

3、2021年2月10日、2月25日、7月16日、8月31日、12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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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财务总监辞职暨聘任财务总监的公告》、《关于公司总经理辞职暨聘任总经理的公告》、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详情于2021年2月10日、2月25日、7月16日、8月31日、12月1日披露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

业板信息披露网站（www.cninfo.com.cn）。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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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于2021年4月29日、5月28日披露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www.cninfo.com.cn）。 

5、2021年2月18日、2月23日、3月5日、3月5日、4月16日、4月29日、5月10日、5月21日、6月10日，公司分别披露了《关

于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修订稿）》、《关于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的回

复（修订稿）》、《关于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

说明书（注册稿）》、《关于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回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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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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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

见落实函的回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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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于2021

年2月18日、2月23日、3月5日、3月5日、4月16日、4月29日、5月10日、5月21日、6月10日披露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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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6月30日、7月30日、8月31日、9月30日、10月29日、12月1日、12月31日，公司分别披露了《关于

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详情于2021年5月28日、6月30日、7月30日、8月31日、9月30日、

10月29日、12月1日、12月31日披露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www.cninfo.com.cn）。 

7、2021年1月22日、1月30日、3月27日、10月11日、12月24日，公司分别披露了《关于参股子公司深圳国华赛为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完成工商注销登记的公告》、《关于全资子公司新疆赛为皓能科技有限公司完成注销登记的公

告》、《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详情于2021年1月22日、3月27日、10月11日、12月24日披露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www.cninfo.com.cn）。 

8、2021年3月30日、4月1日、5月10日、6月11日，公司分布披露了《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详情于2021年3月30

日、4月1日、5月10日、6月11日披露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www.cninfo.com.cn）。 

9、2021年5月26日、9月8日，公司分别披露了《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关于对深圳证券交

易所半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详见于2021年5月26日、9月8日披露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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