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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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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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鹰股份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代码

00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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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红英

靳尚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四路 303 栋 3 楼 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四路 303 栋 3 楼

电话

0755-82924810

0755-82924810

电子信箱

zq@szby.cn

zq@szby.cn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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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729,610,967.09

3,276,381,148.40

-16.69%

105,484,671.50

197,450,723.00

-4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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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8,963,926.25

191,768,133.65

-48.39%

-293,078,462.64

43,607,576.47

-772.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5

-4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5

-4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5%

4.90%

-2.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1,373,684,439.60

10,208,933,593.72

11.41%

4,217,945,516.73

4,089,100,997.85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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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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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00%

295,085,323

0

深圳市宝贤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73%

130,447,745

0

质押

49,100,000

深圳市宝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00%

93,861,176

0

质押

47,186,096

古少明

境内自然人

4.57%

61,333,658

56,713,211

质押

61,333,658

李素玉

境内自然人

1.52%

20,370,638

10,741,138

质押

10,741,138

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万能组
合B

其他

1.40%

18,757,668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75%

10,022,112

0

罗仕卓

境内自然人

0.65%

8,675,700

质押

4,620,000

吴玉琼

境内自然人

0.55%

7,412,576

0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0.47%

6,3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古少明、吴玉琼及深圳市宝贤投资有限公司系一致行动人，李素玉与罗
仕卓系母子关系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深圳市宝贤投资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04,047,745
股外，还通过东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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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00,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30,447,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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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2020 年 01 月 20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1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
司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暨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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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0 年 01 月 21 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变更日期

2020 年 01 月 20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1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
司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暨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4）
。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0 年 0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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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各行各业乃至全球经济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经济增
长不确定性加剧，建筑市场面临的形势依然复杂，但市场规模平稳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国内稳就业、
稳金融、稳外贸和稳预期，给建筑业增添了政策红利，全球范围内为刺激经济实现恢复增长，推动基础设
施建设发展规划，国内外建筑市场呈现温和向好的趋势。
公司于2020年1月引入国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已分别变更为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航空城集团”）和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020年上半年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爆发，外部形势更加严峻，工作挑战更为突出，对公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巨大考验，根据2020
年3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在国内外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形势下将启动新一轮基建投资，预期会
给我国建筑装饰行业带来持续的、巨大的市场需求，为公司业务拓展提供保障。
展望公司未来发展，站在国家及行业新的发展起点，公司将继续紧跟国家发展政策和迎合行业发展方
向，把握国资控股的重大契机，进一步强化公司内部管理，以“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为发展基调，以实现“质
量型、效益型”增长为发展目标，进一步深化“战略布局、转型升级”发展战略；公司将紧抓行业发展机遇，
围绕国家总体经济布局和公司既定的发展战略，充分利用国资和民营整合的优势，坚持“以内源性增长促
进外延式发展，以外延式发展巩固内源性增长”的经营计划，坚持精准投资、科学运营、力控风险和良好
回报，持续推进公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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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紧抓国家政策和行业趋势，进一步扩大市场占有率
报告期内，公司聚焦服务国家战略，关注重点项目所在核心区域，积极探索多元化项目拓展路径。在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补短板是重点任务，基础设施建设仍将处于重要地位，在新型城镇化、新
基建持续推进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等政策和行业大背景下，建筑装饰行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公司顺应国
家政策导向和行业发展趋势，推动国内外业务同步稳步发展。面对优质客户和围绕公司九大拳头产品业务，
公司稳扎稳打、精准出击，把握区域市场机遇和深度挖掘项目价值，精准蓄客并加速转化。
报告期内，公司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全面落实推进2020年度经营战略。一方面积极响
应国家号召，投入到防治疫情工作；另一方面，通过各方协力力保在建项目的有序推进及安全施工，争分
夺秒抢回因疫情被耽搁的工期，降低疫情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公司围绕“建筑装饰、一带一路、高新产业”
三大业务主线开展经营活动，以顾客为中心，追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坚持纵深发展综合建
筑装饰业务的战略定位，以弘扬工匠精神、打造精品工程的服务理念，持续推动协同工作，严控各类风险，
做大做强主营业务；持续实施精细化管理，提升管理和运营效率，实现了主营业务较为平稳的发展。
（二）新老产业齐头并举 ，积极把握新基建发展契机
2020年是我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圆满收官、“十四五”顺利开局奠定基础的重要一年，受
全球疫情影响，全球经济承压。虽然国内疫情已得到很好的控制，但是经济也受到比较大的冲击。为了对
冲经济压力，新基建提上日程，政府公建项目保持着较为平稳的节奏和体量；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海南
自贸港建设等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全面深入推进，为建筑行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把握“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等政策，挖掘沿线国家和湾区城市在基础设施建
设领域的巨大潜力，抓住国内消费转型趋势和节能环保政策要求，大力发展特色业务，加强技术与资本的
结合，在公装、交通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中高端地产等业务领域，以产融结合的张力，加大市场突破力，
提高市场影响力，实现规模与效益并举，争做国家基本建设和践行“一带一路”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主力
军。
（三）国资控股和混合所有制带来新机遇，统筹优势助力公司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控制权转让和董事会、监事会换届，成功引入国有资本航空城集团，通过资本市
场探索国有资产和民营经济相结合的发展新路径。国有资本的加持有利于增强公司在相关产业的规模实力
和品牌影响力，有利于整合公司所在产业链上下游的各项资源，发挥好产业协同效应。
2020年7月，公司正式启动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项目，控股股东航空城集团拟认购全部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股票，此举彰显其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如后续项目进展顺利，航空城集团持股比例将得到
提升，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将进一步得到增强。
（四）推进项目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技术升级安全提效
未来伴随产业升级浪潮，建筑装饰行业内的信息化、智能化、装配化、BIM、VR等技术为主的科技创
新持续深化，已成为行业新一轮成长周期的重要推动力。随着工程体量和复杂性的提升，以BIM技术为支
撑的项目管理信息化的实现有利于助推建筑装饰企业提效增能、转型升级。近年来公司不断加强BIM技术
的研发与应用，形成以“BIM+VR”、“BIM+三维扫描”为核心的可视化信息技术，为客户提供以可视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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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施工为一体等新的装饰解决方案，促进公司发展理念和产业生态体系的融合。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推进BIM技术研发和应用，提高公司经营效率，推动公司业务转型升级。通过
不断加强项目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为客户提供更完善、更优质、更高效的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施
工综合解决方案及承建管理服务，为公司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五）以落实“事业合伙人”机制为契机，进一步强化团队和人文建设
人才是企业成长发展的基石，公司根据行业特性及自身发展现状，进一步加大人才培养、人才引进和
人才成长投入的力度。近年来，随着公司在做强建筑装饰、深耕一带一路、培育高新产业和工程项目信息
化、数字化、智能化领域竞争优势和盈利能力的持续增强，为激发核心团队推动公司战略发展的核心作用，
促进公司快速、长期、健康发展，公司成功创立“共识、共担、共创、共享”事业合伙人机制，以建构良好
均衡的价值分配体系和事业合伙人利益共同体。
报告期内，公司顺利完成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和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
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人员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
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同时公司对所有职能部门、业务部门及工程项目部实施严
格的目标责任考核制度，提升了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于2017年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以
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
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
年1月1日起施行。本公司于2020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新收入准则，并将依据上述新收入准则的规定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子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广东宝鹰幕墙门窗有限公司

珠海

珠海

施工与设计

持股比例（%）
直接
间接
100

变动原因
设立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文基
二○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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