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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09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2021-054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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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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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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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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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宝安 股票代码 00000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局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郭山清 叶翩翩、张晓明 

办公地址 
深圳市笋岗东路 1002 号宝安广场 A 座

28-29 层 

深圳市笋岗东路 1002 号宝安广场 A 座

28-29 层 

电话 0755-25170336 0755-25161202、0755-25170382 

电子信箱 zgbajt@163.net zgbajt@16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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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20,873,381.63 3,975,994,699.66 101.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80,433,180.54 135,287,660.25 402.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64,056,366.99 -94,653,222.36 378.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4,895,605.08 250,205,786.73 -34.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38 0.0525 4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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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38 0.0525 402.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39% 2.41% 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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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50,831,985.78 31,856,615,637.93 3.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511,538,917.03 6,921,863,094.11 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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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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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韶关市高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31% 343,165,866 0   

深圳市富安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03% 207,136,678 0   

深圳市宝安区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5.57% 143,744,852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28% 110,418,013 0   

李松强 境内自然人 3.94% 101,512,703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时代先锋股票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2.45% 63,295,683 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欧创新未来 18 个月封

闭运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0% 30,842,250 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0% 23,197,990 0   

深圳市建鹏达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6% 22,304,494 22,304,494   

汇天泽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0% 17,956,10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三大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李松强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份 91,512,703 股；股东汇天泽投资有限公司通过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7,95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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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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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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7年面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

二期） 

17 宝安 02 112577 2017 年 08 月 28 日 2022 年 08 月 29 日 100,000 6.08%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1年面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 

21 宝安 01 149600 2021 年 08 月 17 日 2024 年 08 月 18 日 30,000 7.30%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9年度

第一期中期票据 

19 宝安集 MTN001 101900001.IB 2019 年 01 月 04 日 2022 年 01 月 04 日 100,000 7.00%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9年度

第二期中期票据 

19 宝安集 MTN002 101900658.IB 2019 年 04 月 30 日 2022 年 04 月 30 日 54,000 7.00%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0年度

第一期中期票据 

20 宝安集 MTN001 102001419.IB 2020 年 07 月 27 日 2023 年 07 月 27 日 100,000 6.5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57.13% 58.42%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6.45 2.49 

三、重要事项 

1.报告期内，下属子公司贝特瑞与宜宾金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宾金石”）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收购

宜宾金石持有的四川金贝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金贝”）100% 股权，并通过四川金贝投资建设“5万吨高端人造石

墨负极材料项目” ，详情参见公司于2021年1月7日披露的《第十四届董事局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01）、

《关于控股子公司贝特瑞收购四川金贝新材料有限公司100%股权暨投资建设“5万吨高端人造石墨负极材料项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02） 

2.报告期内，公司已收讫鸿基创展地产有限公司（原名为：陕西宝安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的海南儋州恒通置

地有限公司、海南儋州恒运实业有限公司的交易价款，并完成相关股权的工商变更手续，详情参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2月26

日、2021年4月29日披露的《关于转让下属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10）、《关于转让下属子公司股权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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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告期内，下属子公司贝特瑞与山东京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阳科技”）签署《关于人造石墨负极材料一

体化基地项目合作协议》，与京阳科技在针状焦及锂电池负极材料领域进行深度合作，共同成立合资公司建设人造石墨负极

材料一体化基地项目，详情参见公司于2021年3月3日披露的《第十四届董事局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11）、

《关于控股子公司贝特瑞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2）。 

4.报告期内，下属子公司深圳市贝特瑞纳米科技有限公司与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项目进区协议》，

并通过设立子公司湖北贝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在襄阳高新区内投资建设生产高性能锂离子电池项目，详情参见公司于2021

年4月13日披露的《第十四届董事局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24）、《关于下属子公司签署<项目进区

协议>暨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5）。 

5.报告期内，下属子公司贝特瑞与龙蟠科技等各方签署相关协议，将深圳市贝特瑞纳米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贝特瑞（天

津）纳米材料制造有限公司的100%股权以及贝特瑞（江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贝特瑞纳米科技有限公司的100%

股权转让给常州锂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详情参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4月24日、2021年6月16日披露的《第十四届董事局第

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28）、《关于下属子公司转让贝特瑞（天津）纳米材料制造有限公司及江苏贝

特瑞纳米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1）、《关于下属子公司转让贝特瑞（天津）纳米材料制造有限公

司及江苏贝特瑞纳米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44）。 

6.报告期内，下属子公司天津市贝特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在其现有厂区内投资建设年产4万吨的锂电负极材料项目，

详情参见公司于2021年5月18日披露的《第十四届董事局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35）、《关于下属

子公司拟投资“天津贝特瑞4万吨/年锂电负极材料建设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6）。 

7.报告期内，下属子公司贝特瑞（江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与SK innovation Co.,Ltd、亿纬亚洲有限公司签署《合资

经营合同》和《增资协议》，对常州市贝特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并通过合资公司投资建设“年产5万吨锂电池高

镍三元正极材料项目”，详情参见公司于2021年5月18日披露的《第十四届董事局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5）、《关于下属子公司拟签署合资经营相关合同暨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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