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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21                               证券简称：银禧科技                        公告编号：2019-70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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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半年度报告摘要中，除非上下文中另行规定，文中简称或术语与半年度报告全文中

所指含义相同。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对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全体董事均参加了审议本次半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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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禧科技 股票代码 30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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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桂华 陈玉梅 

办公地址 
东莞市道滘镇南阁工业区银禧工程塑料

（东莞）有限公司 

东莞市道滘镇南阁工业区银禧工程塑料

（东莞）有限公司 

电话 0769-38858388 0769-38858388 

电子信箱 zhenggh@silverage.cn chenym@silverag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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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57,541,103.93 1,200,277,225.30 -36.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2,483,417.21 41,171,434.06 51.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7,380,988.33 36,205,805.84 -148.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6,284,626.10 50,620,684.50 30.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38 0.0815 5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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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38 0.0807 53.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7% 1.83%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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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0,032,046.28 2,312,163,603.38 -23.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51,033,584.17 1,336,052,770.73 -21.3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6,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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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石河子市瑞晨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11% 95,476,627 0 

质押 85,218,447 

冻结 28,492,302 

银禧集团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8.01% 36,250,000 0   

谭颂斌 境内自然人 7.64% 34,545,994 25,605,257 质押 25,870,000 

新余德康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7% 8,922,700 0 质押 8,922,600 

陈智勇 境内自然人 1.91% 8,655,628 7,639,909 冻结 8,455,628 

邹健 境内自然人 1.22% 5,527,081 0   

许灵波 境内自然人 1.07% 4,850,633 0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1.02% 4,633,100 4,633,100   

陈庆良 境内自然人 0.85% 3,826,210 0   

林登灿 境内自然人 0.07% 3,240,000 2,500,000 质押 2,499,99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谭颂斌先生持有石河子市瑞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瑞晨投资"）60％股份。周娟女士持有瑞晨投资 40％股份，并持有新余德康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余德康”）61.33％的股份。由于谭颂斌先生和

周娟女士于 2017 年 8 月 23 日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谭颂斌、瑞晨投资和

新余德康为一致行动关系。 

2）林登灿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兼董事，并持有新余德康 20%股份。 

3）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有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人情况。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1）瑞晨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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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10,256,3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85,220,327 股，共计持有公司

95,476,627 股。 

2）谭颂斌先生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直接持

有公司 8,548,237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25,997,757 股，共计持有公

司 34,545,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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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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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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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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9年上半年，外部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加强，在中美贸易战、人民币汇率波动等情况下，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7.58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36.89%，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6,248.34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51.7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738.10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148.01%。 

2019年半年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主

要原因如下： 

根据公司与兴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科电子科技”）原股东签订的《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认购方之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规定，兴科电子科技未完成承诺期间业绩，其原股东需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业绩补偿总金额为10.85

亿元，业绩补偿应优先以股份进行补偿，股份补偿不足部分以现金进行补偿。 

（一）2019年1-6月，公司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共计7,485.11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于2019年6月5日（以下简称“回购过户日”）完成对胡恩赐、许黎明、高炳义三人所持有的银禧科技股票共计

5,225.1840万股的回购过户工作，并于2019年6月14日完成上述股票注销工作。 

根据相关会计准则规定, 胡恩赐、许黎明、高炳义2018年底持有并购重组获得的银禧科技股票按回购过户日股价6.56元

与2018年12月28日收盘价5.15元的差额部分确认为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许黎明、高炳义在二级市场增持的股票按2019年6月5

日回购日股价6.56元与发行价10.77元确认为公允价值变动损失，该部分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5,914.23万元。 

2、兴科电子科技原股东陈智勇持有的尚未注销的股票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1,570.88万元。 

（二）兴科电子科技上半年营业收入较低，费用较大，2019年半年度实现净利润-4,000.28万元，拉低了公司整体盈利。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开展情况如下： 

（一）高分子材料-改性塑料业务 

1、 高分子材料-改性塑业务 

报告期内，改性塑料业务实现营业收入67,381.13万元，同比下降25.30%，毛利率同比去年上升0.27%。由于经济下行、

改性塑料行业下游产品竞争激烈，各改性塑料供应商竞争加剧，导致公司营业收入下降。未来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应对改性

塑料市场的不利局面：一、加大新产品、高毛利产品的研发与推广，优化产品结构，开发并争取更多优质客户，扩大公司其

他细分应用领域的市场份额；二、对公司改性塑料产品采取更为灵活的定价策略；三、对原有产品进行技术升级与创新，实

施精细化管理，提高生产效能，降低生产成本，加大公司在行业的成本优势。 

2、高分子材料-改性塑料-细分3D打印材料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3D打印项目销售量保持持续增长。产品研发方面：在丰富公司3D打印耗材种类与多样性的基础上，对

产品的性能进行了优化升级，从可降解材料向功能性材料、工程应用材料发展，研发了多种特殊视觉效果和功能复合材料，

例如抗静电复合材料等，并投入市场销售。3D打印工业粉末类产品，通过尼龙6和TPU材料的应用服务，不断深入工业市场，

为客户提供一体化的打印应用解决方案。渠道建设与客户开发方面：通过第三方电商平台（淘宝、亚马逊、阿里巴巴等）、

线下渠道与设备商及应用服务商联合定向开发产品、寻求平台代理等多种方式拓展3D打印的推广渠道，开发3D打印国内国

际新客户，持续保持与老客户的稳定合作关系。 

3、高分子材料-改性塑料延伸-LED业务 

由于原材料成本下降，不断优化生产结构，提升产品毛利，积极向下游探索发展，合理调配人员，降低成本，报告期内，

公司控股子公司银禧光电（股票代码：835220）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5,594.42万元，同比2018年上半年下降17.18 %；实

现营业利润601.62万元，同比2018年上半年增长289.25%；实现归属挂牌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33.94万元，同比2018年上半

年增长365.80%。 

（二）高分子材料延伸-金属材料精密结构件业务 

智能手机市场继续受到全球经济形势的拖累，加上大规模市场智能手机的普及率越来越高，智能手机出货量下滑。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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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兴科电子科技受手机行业影响且产品升级转型未能达到预期效益，其经营业绩出现下滑。报告期内，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

润-4,000.28万元，同比下降218.02%。 

（三）高分子材料-新能源汽车材料业务 

公司在新能源方面坚定了"以资源为依托提供动力电池材料及解决方案”的战略，布局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2017年在刚果金成立刚果银禧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和银禧科技（刚果）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其主要业务涵盖了贸易、矿山、

冶炼厂等相关业务。截至目前，银禧刚果钴业已拥有土地编号为PC15307（面积为83.32万平方米）、土地编号为PC882（面

积为81万平方米）及土地编号为PC922（面积为81万平方米）的三个相关建设用地土地文件，冶炼厂建设施工方案设计已完

成，环保批文及建筑许可证已完成相关手续办理，工程建设、设备采购等工作仍在正在推进中。 

2018年公司在苏州建立苏州银禧新能源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复合材料研发与生产，产品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

电池箱体。2018年该公司已经取得宁德时代（CATL）的供应商代码，截止报告期末，宁德时代（CATL）的指定产品已批

量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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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1）首次执行金融工具准则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 

 

（2）资产负债表中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

款”二个项目；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二个项目；增加“交易性金融资产”、“应

收款项融资项目”、“债权投资”、“其他债

权投资项目”、“交易性金融负债”，减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

有至到期投资项目”、“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

债”、“长期应付职工薪酬”项目。比较数

据相应调整。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

和 “ 应收账款 ” ， “ 应收票据 ” 本期金额

84,138,985.01元，上期金额83,710,555.86元，“应

收账款”本期金额381,564,656.88元，上期金额

510,066,753.24；“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

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二个项目，“应付

票据 ”本期金额 3,966,036.10元，上期金额

14,155,232.67 元 ， “ 应 付 账 款 ” 本 期 金 额

183,658,059.27元，上期金额286,541,934.00；减

少“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本期金额54,538,800.60元，重分类至

“交易性金融资产”，上期金额303,648,099.40

元；“应收款项融资项目”本期金额0.00元，上

期金额0.00元；“债权投资”本期金额0.00元，上

期金额0.00元；“其他债权投资项目” 本期金额

0.00元，上期金额0.00元；“交易性金融负债” 本

期金额0.00元，上期金额0.00元。 

（3）在利润表中“资产减值损失”、 “信

用减值损失”项目位置移至“公允价值变

动 收益”之后；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

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列示）”；增加“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

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项目。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列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

失以“-”列示）”本期金额5,933,116.22元，上期

金额9,277,468.91元；“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

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本期

金额0.00元，上期金额0.00元；；“净敞口套期

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本期金额0.00元，

上期金额0.00元；“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本期金额0.00元，上期金额0.00元。 

（4）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

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

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

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本期金额

28,251,071.89元，上期金额35,692,234.17元。 

（5）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

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

径，“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

目，反映企业发行在外的除普通股以外分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本期金额

0.00元，上期金额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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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持有者投入资

本的金额。 

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

移》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上四项准则统称“新金融工

具系列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系列准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

月1日起执行。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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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4月，兴科电子科技将其所持有的控股子公司东莞市翔兴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兴实业”）60%股权转让给

翔兴实业股东陈清平，股权转让后，兴科电子科技不再持有翔兴实业股权，股权转让事宜已完成相关核准变更登记手续，并

获得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翔兴实业不再是兴科电子科技的控股子公司，不再纳入兴科电

子科技的合并报表范围。 

2019年3月，兴科电子科技将其所持有的控股子公司东莞市恒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道电子”）60%股权转

让给恒道电子股东林娟娟，股权转让后，兴科电子科技不再持有恒道电子股权，权转让事宜已完成相关核准变更登记手续，

并获得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恒道电子不再是兴科电子科技的控股子公司，不再纳入兴科

电子科技的合并报表范围。 

兴科电子科技控股子公司兴科精密科技（东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科精密”）自2017年12月01日设立以来，未开展

实际生产经营，且各股东未实际缴纳认缴资本，经兴科精密全体股东同意向登记机关申请简易注销登记，兴科精密已完成了

税务清算工作及工商注销登记手续，兴科精密不再纳入兴科电子科技的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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