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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14                                     证券简称：宝馨科技                                     公告编号：2022-097 

江苏宝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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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馨科技 股票代码 00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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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旭 文玉梅 

办公地址 苏州高新区浒墅关经济开发区石阳路 17 号 苏州高新区浒墅关经济开发区石阳路 17 号 

电话 0512-66729265 0512-66729265 

电子信箱 zqb@boamax.com zqb@boamax.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382,728,945.12 341,693,267.30 12.01% 



江苏宝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046,696.13 31,626,459.98 -49.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1,181,369.61 10,114,014.44 10.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9,393,366.89 91,952,812.92 -35.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90 0.0571 -49.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90 0.0571 -49.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2% 4.97%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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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0,205,651.33 1,406,057,638.99 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44,123,498.64 629,042,443.61 2.4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65,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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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讯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5.16% 84,000,000 0   

陈东 
境内自然

人 
13.49% 74,728,368 0 

质押 74,623,286 

标记 5,220,000 

冻结 51,770,000 

江苏捷登

智能制造

科技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00% 27,701,714 0 质押 20,000,000 

施玉庆 
境内自然

人 
2.86% 15,857,100 0   

汪敏 
境内自然

人 
1.70% 9,422,526 0 质押 9,422,526 

沈怡 
境内自然

人 
0.59% 3,294,800 0   

缪子君 
境内自然

人 
0.43% 2,361,700 0   

卢雷 
境内自然

人 
0.42% 2,307,618 0   

吴建毅 
境内自然

人 
0.41% 2,252,800 0   

黄诚刚 
境内自然

人 
0.40% 2,232,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江苏捷登智能制造科技有限公司与股东陈东、汪敏夫妇系一致行动

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新增股份已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东陈东先生、汪敏女士与江

苏捷登签署的《关于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表决权委托协议》自动终止，陈

东先生、汪敏女士与江苏捷登的表决权委托终止后，江苏捷登与股东陈东、汪敏夫妇不属于

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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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1、施玉庆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957,300 股外,还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3,899,8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5,857,100 股。 

2、沈怡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294,800 股外，还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2,0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294,800 股。 

3、黄诚刚通过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2,23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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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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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国家政策导向、市场需求变化以及公司制定的战略方针，开展了企业转型发展，响应国家双碳

政策发展战略，为公司未来发展创造新的盈利点，用以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行业竞争加剧、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

升的复杂局面。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按行业分类：智能制造业务、新能源业务和节能环保业务。智能制造业务包括：光伏制程

设备、重卡换电（车载/站端）设备、精密数控钣金产品、轨道交通设备、精密自动化设备、锅炉配套设备、电气设备、

智能作业机器人等设备的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及销售。新能源业务包括：光伏电池及组件、光伏电站 EPC、新能源汽车

充/换电等业务。节能环保业务包括：综合能源调峰、环保设备等产品和项目运营。公司基于原有产业基础，持续推进结

构优化、转型升级，着力于提质增效、降本控险，强化创新驱动和管理对标提升。并根据“新能源+智能制造”双轮驱动的

发展方针，重点开展了高效异质结光伏电池及组件与新能源汽车充/换电业务，同时深度布局区域性“光、储、充/换”一体

化产品及解决方案，为公司战略转型提供高效动力和发展指引。 

（1）公司主要产品及业务介绍 

智能装备制造业务：主要业务包括太阳能晶硅电池片(PV)、玻璃面板（FPD）、精密电路板（PCB）等湿法制程设

备及其配套智能化设备和配套传输设备等；充换电智能柜、半导体行业辅助自动化设备、其他智能装备的研发设计、生

产制造和销售，为客户提供自动控制系统、智能化生产、各类非金属组件设计生产的全方位服务与供应。同时通过定制

化、规模化、智能化生产，可以为客户提供高质量、低成本的精密数控钣金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通信、电力设施

设备、金融、医疗、半导体、轨道交通等领域，如小功率逆变器机箱、电动汽车充电桩、链式硅片退火设备框架、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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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机柜、电子行业检测设备机柜、半导体行业钣金及框架结构件等，精密数控钣金结构件作为各类工业设备的中间

产品，是设备制造的必备件，下游应用领域广阔，并提供配套的结构研发、工艺设计、集成解决方案等服务。 

报告期内，智能制造业务持续扩大产能，在持续维护过往大客户订单的同时，开拓了国内光伏行业、新能源汽车充/

换电行业的客户和订单，同时为了满足客户需求，持续优化生产工艺、扩充产能，引进专业技术团队，为公司新能源业

务的发展提供生产制造支持，为公司智能制造业务扩展提供动力。 

报告期内，智能装备制造业务稳定持续发展，利用自身坚实的生产制造基础能力，牢靠的质量管控程序，不断优化

的工艺工序，坚持“区域扩张、行业拓展、服务延伸”的业务发展模式。公司在现有湿化学制程解决方案优势的基础上，

围绕 HJT、TOPCon 等电池技术继续加大对湿化学制程领域设备和铜电镀技术的研发力度，使得公司始终保持行业技术

的领先性，为市场需求提供相匹配的产品，通过开展产业联盟的方式推进公司与合作伙伴智能装备制造技术的提升及市

场开拓。公司在新能源重卡换电端，为客户提供新能源重卡车载换电设备及站端换电设备，同时与战略合作伙伴共同开

发、提供成套重卡换电方案。 

新能源业务：公司利用自身光伏湿化学、铜电镀制程设备技术、丰富的行业及营销资源、成熟的管理和运营团队，

在报告期内启动了光伏异质结电池及组件业务、光伏电站 EPC 业务布局等，投资成立安徽宝馨光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光伏异质结电池及组件的生产、研发、销售等业务。同时，公司与相关能源型央企已积极开展光伏电站的申报工作，为

公司后续光伏产品打开稳定的销售渠道。 

报告期内，公司坚定不移的按照公司新能源战略方针进行转型，在自身技术、人才、生产管理优势的基础上，与政

府、优质合作伙伴开展战略合作，切实推进“光、储、充/换”一体化的战略布局，提前做好人才团队建设、销售渠道开拓、

以及优质充/换电资源摸排等工作，为后续公司新能源产业的落地打开局面。 

节能环保业务：报告期内，公司节能板块的灵活性调峰业务是火电机组灵活性改造的一种方式，通过在发电端增设

调峰设备或改造火电机组的方式实现“热电解耦”，使其同时满足对外供热、供汽与深度调峰的需要，从而提升新能源机

组上网发电量，提高绿电的消纳比例。公司火电灵活性调峰业务为客户提供调峰技术服务、云计算控制、自动控制软件，

同时提供节能管理、合同能源管理、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及试验等服务。为客户在电网辅助服

务、智能电网分布式智慧综合能源利用等方面提供最佳的投资、建设及运营方案。报告期内，公司紧扣国家大力发展新

能源产业及“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把握国家能源结构转型过程中，解决绿电上网消纳的行业发展痛点，持续优化

公司火电灵活性调峰系统，升级相关配套产品，推进新型“陶瓷储热式蒸汽电锅炉”在火电调峰及用户侧储能的应用。结

合自动化调峰系统、成熟的运维团队，深挖调峰项目盈利潜力。积极寻找优质、合适的项目，从而扩大公司火电灵活性

调峰及储能业务的规模及盈利，树立公司在该领域良好的品牌形象。 

环保板块由于市场进入者增多，行业竞争加剧，利润水平下降，对公司该板块的盈利能力造成一定影响。对此，公

司进行了战略调整，一方面通过加紧对环保业务应收账款的回款工作，保障公司现金回流。另一方面对盈利能力较弱的

环保产品施行战略性收缩，同步将企业资源向光伏产业、新能源汽车充/换电业务倾斜。 

（2）经营模式及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根据相对多元化的产业布局，以战略管控为主导，通过战略、运营、财务相结合的管控模式，确保下属各子公

司平稳、有序、安全地运行。公司总部作为战略决策中心，保持总体战略控制和协同效应的培育；同时按照业务、区域

的不同分别设立子公司，由各子公司负责相应业务的运营。 

公司主要采用“以销定产”、“以产定购”的经营模式，同时严格按照国家质量监督标准和安全生产标准进行生产。对

外产品销售采用提供 OEM、ODM 等多种合作模式，对外服务及工程采用 BOT、EP、EPC 等多种方式为客户提供系统性

解决方案。随着制造行业的不断升级改造，优化生产工艺和销售渠道，近年来市场对智能制造设备生产的需求也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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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双碳政策的引导和市场的推动下，公司智能制造业务、新能源业务、灵活性调峰业务也得到了业内的关注和认可，

通过项目塑造品牌，通过质量积累口碑，在国家“十四五”规划的指导下和市场对产业的推动下，公司业务将有较为乐观

的成长空间。 

同时，基于公司的绿电资源及生产制造基础能力，公司将在未来进一步提高智能装备制造整线生产能力，快速落实

“光、储、充/换”一体化业务布局，坚定执行“新能源+智能制造”双轮驱动的发展方针，紧跟国家双碳政策，大力发展开

拓新能源制造与服务业务。 

2、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1）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公司根据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宝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31 号）核准，向特定对象江苏捷登智能制造科技有限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16,600.00 万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已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55,403.4264 万股增加至 72,003.4264 万股，公司注册资本由 55,403.4264 万元人民币增加至 72,003.4264 万元人民币。截

至本报告披露日，该事项已实施完毕。 

（2）对外投资建设光伏异质结电池及组件项目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5 月 27 日、2022 年 6 月 28 日、2022 年 7 月 1 日披露了《关于拟签署项目投资合同暨对外投资

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9）、《关于拟签署项目股权投资协议暨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2-057）、《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61），为贯彻新能

源发展战略，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尤其是新能源高端智能制造领域，基于战略发展的需要，经友好协商，公司与安徽

省蚌埠市怀远县人民政府就打造新能源高端智能制造项目签署了《新能源高端智能制造项目投资合同》（以下简称“项目

投资合同”），共同推动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以该项目为基础大力发展新能源及高端智能制造产业。根据项目投资合同的约

定，公司就项目合作事宜与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人民政府指定的平台公司安徽大禹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大

禹”）签订了《新能源高端智能制造项目股权投资协议》，公司与安徽大禹共同出资设立项目公司，项目公司认缴注册资

本为 100,000 万元，安徽大禹认缴 30,000 万元，占股 30%，公司认缴 70,000 万元，占股 70%。项目公司（安徽宝馨光能

科技有限公司）已于 2022 年 6 月 29 日完成设立登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321MA8P70AH55。目前，该项目已完成

土地摘牌并取得了不动产权证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并于 2022 年 8 月 8 日完成奠基仪式，预计将在 9 个月内建成投产。 

（3）关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事项 

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2021 年 11 月 5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公司实施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并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事宜。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设立时资金总额不超过为 12,000 万元，

以“份”作为认购单位，每份份额为 1 元，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份数上限为 12,000 万份，总份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0%。

单个员工认购份额起点为 1 万份，认购总额应为 1 万份的整数倍。员工持股计划最终参加对象以及持有人具体持有份额

以员工最终实际缴纳的出资额为准。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对象为公司员工，其中：参加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共计 7 人，认购总份额预计不超过 3,760 万份，占员工出资总份额的比例预计为 62.67%，其他核心骨干人

员预计不超过 63 人，认购总份额预计不超过 2,240 万份，占员工出资总份额的比例预计为 37.33%。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股

票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等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取得并持有本公司股票，自本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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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6 个月内完成购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8 日及 2021 年 11 月 6 日在《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购买

期的议案》，鉴于股票购买期内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涉及协商融资方案、签订相关配资协议、开立股东账户等事宜，

未能在预定期限内按时完成；同时，由于定期报告披露窗口期限制买卖等情况，导致可用于股票购买的时间大幅缩短，

预计 2022 年 5 月 4 日前无法按期实施完成。为保障全体持有人的利益，决定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购买期延长 6 个月，至

2022 年 11 月 4 日前完成。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对应的证券账户“江苏宝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已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购买部分股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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