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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52                      证券简称：中青宝                     公告编号：2021-047 

深圳中青宝互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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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对半年度报告涉及未来计划等前瞻性陈述的风险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半年度报告中涉及的业务研发情况、未来计划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性承诺，投资者及相关人士均应当

对此保持足够的风险认识，并且应当理解计划、预测与承诺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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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青宝 股票代码 30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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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高国舟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三期 10A 栋 23 层 

电话 0755-26733925 

电子信箱 ir@zqga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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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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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207,833.68 131,273,353.76 25.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547,290.36 8,861,434.79 3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8,815,704.20 1,128,517.97 68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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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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48,573.72 -8,554,852.20 540.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4% 1.06%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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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6,066,276.04 1,054,418,691.45 -5.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09,022,956.84 696,528,257.00 1.7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9,94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参

见注 8）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持股 5%以上的普通股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报告期末持

股数量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宝德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44% 32,763,400 0 0 32,763,400 质押 2,200,000 

深圳市宝德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27% 19,141,478 0 0 19,141,478 质押 6,000,000 

曲贵田 境内自然人 0.34% 908,100 520,700  908,100   

闫明 境内自然人 0.34% 900,000 -114,700  900,000   

李梅 境内自然人 0.34% 886,000 87,000  886,000   

郭振忠 境内自然人 0.33% 856,745 -100  856,745   

童凤美 境内自然人 0.32% 845,600 300  845,600   

李瑞杰 境内自然人 0.32% 833,943 0 625,457 208,486 质押 800,000 

乌鲁木齐南博股

权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9% 752,428 -220,000  752,428   

李小龙 境内自然人 0.28% 734,800 21,900  734,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股东深圳市宝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深圳市宝德科技有限公司（最终）实际控制人均为李

瑞杰、张云霞夫妇。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参见注 4） 

1、股东宝德科技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200,000 股，通过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0,563,4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2,763,400 股； 

2、股东深圳市宝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6,000,000 股，通过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3,141,478 股，实际合计持有 19,141,478

股； 

3、股东闫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89,300 股，通过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 810,7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900,000 股； 

4、股东李梅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92,800 股，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93,2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886,000 股。 

5、股东郭振忠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 856,745 股，实际合计持有 856,745 股； 

6、股东童凤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 845,6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845,6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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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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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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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