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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33                               证券简称：兆日科技                          公告编号：2019-033 

深圳兆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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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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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兆日科技 股票代码 30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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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凯 吴玉兰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八路泰然大厦C座 1605 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八路泰然大厦 C座 1605 

电话 0755-23609873 0755-23609873 

电子信箱 IR@sinosun.com.cn IR@sinosun.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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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94,976.95 108,139,349.06 2.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399,258.58 12,213,946.33 -23.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5,767,443.44 5,719,603.31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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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440,329.83 6,881,925.42 -469.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80 0.0364 -23.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80 0.0364 -23.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3% 1.43%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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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8,050,179.19 891,215,777.64 -3.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16,040,081.36 826,800,822.78 -1.3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55,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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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晁骏股权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20% 67,861,952  质押 28,34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91% 9,783,600    

魏恺言 境内自然人 1.52% 5,106,577 5,104,933   

蔡洪保 境内自然人 0.42% 1,394,400    

施长春 境内自然人 0.31% 1,037,500    

叶卓强 境内自然人 0.28% 926,000    

吴晓薇 境内自然人 0.27% 906,003    

彭垒 境内自然人 0.23% 780,900    

孔强 境内自然人 0.21% 691,200    

林华妹 境内自然人 0.19% 650,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魏恺言是新疆晁骏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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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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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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年度经营计划，有序开展各项业务，整体经营情况平稳。 

在传统电子支付密码器系统销售方面，公司积极扩大营销渠道，继续保持传统优势业务市场，在行业渗透率上升，市

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产品销售数量和销售收入略有增长，巩固了公司的市场地位。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1.1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83%，营业成本4,152.9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47%，产品综合毛利率有所上升。 

同时，公司持续深化转型升级战略，积极推广公司新产品在金融科技领域及票证、商品防伪等其他领域的应用，产生

销售费用1,387.5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0.43%；公司是研发导向型高科技公司，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相对较高，本报告期，

公司产生管理费用1,562.7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98%，研发费用2,153.5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63%。公司闲置货币资

金主要用来购买理财产品和定期存款，本报告期内，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收入518.08万元，计入投资收益的利息收入280.07

万元。此外，受母子公司之间利润结构的影响，本报告期内少数股东损益增加，本报告期公司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939.93万元，同比下降23.04%。 

（二）研发项目进展 

1、银企通对公移动支付系统 

公司银企通平台提供企业内部、企业与银行及企业之间基于移动互联的安全沟通能力，是面向中小微企业银企直联的安

全IT化工具，将企业内部的业务流、审批流与对外的支付流对接，让企业可以享受基于交易场景的金融服务。具有可扩展更

丰富的交易场景，支持所有电子渠道业务，将对公支付融入企业的各种场景。银行还可对沉淀的企业经营数据进行分析，主

动提供高效、低成本、风险可控的金融服务。银企通平台可以承载的对公创新业务包括：新型移动对公支付、数字支票、对

公业务预填单、企业理财、代发工资、新单位结算卡、专属客户经理、电子对账、广告窄告、企业信用卡。在企业服务方面，

银企通平台还作为企业的移动化行政类、财务类、移动办公工具，为企业提供请假、用章、合同签订、物品领用、外出公干、

用款、差旅报销、电话会议、企业公告等服务，通过向企业提供安全的IT化工具，帮助企业提升运营效率、降低经营成本。

此外，银企通平台还融合了机票、酒店、打车等商旅服务。企业日常的经营数据，包括资金流、信息流、上下游供应商债权

债务等信息，都可以被保存在该服务平台。银行利用大数据分析模型，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得到大批量的企业信用画像，快

速识别企业的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大幅降低了贷款评估成本，这样不仅增加了优质中小微企业的贷款额度，又有效控制了

贷款风险。 

2019年上半年，公司全新银企通对公移动支付系统已在全国多家银行推广使用。通过金融管家服务，开发适合在移动终

端办理的金融交易，满足客户多样化的业务需求，提高客户业务办理效率，为客户提供方便、快捷的一站式金融服务。移动

办公服务将传统银行金融服务扩展至企业全员提供金融与非金融服务，在丰富对公移动服务的同时为中小企业降低经营成

本，节省时间与精力，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效率。通过内部管理服务，银行人员可总结运营推广、客户使用效果，辅助调整运

营推广与新功能上线策略，提高客户体验度。同时，通过大数据分析，挖掘潜在客户，加强对口产品营销，解决客户存在痛

点问题，实现对每个中小微企业的低成本精准服务，构筑金融服务生态圈。 

2、纸纹防伪技术 

公司纸纹技术目前已应用于金融票据防伪、智慧银行、企事业单位纸质卷宗智能管理等领域。此外，公司还积极探索

纸纹防伪技术在其他票证、商品防伪以及非纸质材料领域应用的可能性。根据银行业网点无人化的发展趋势，很多银行都正

在或准备部署智慧柜员机（STM），以替代银行柜台的功能，使用STM可以减少银行网点的办公面积和相关的设备成本，

以及节省人力成本。除了少数极其复杂的业务外，银行一般的日常业务都完全可以由STM 完成。而在银行对公业务中，处

理票据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业务，而公司自主研发的纸纹防伪技术是目前票据业务防伪很好的方式，公司作为这项关键防伪

技术的供应商，与各大STM 厂商合作，将纸纹防伪技术做成模块，嵌入到STM 中。 

针对商品防伪与溯源领域，兆日科技推出了基于手机的“纸芯片”方案。该方案使得消费者只需要拿出手机，对着商品

标签或商品本身拍照，即可识别商品真伪。其突出的优势与价值在于：首先，实现了防伪介质的不可复制， 纸芯片方案可

通过读取标签本身的纹理来鉴别标签真伪，这样就无法通过复制真标签来造假，将使得假货在纸芯片方案的鉴定下无所循行。

其次，实现了防伪介质的不可转移，将纸芯片方案直接应用于商品上，如皮质奢侈品女包、名贵服装、金属藏品和首饰、名

贵大理石、名贵手表等，将使得用了真包装、真标签的假商品，无法再欺骗消费者，而是通过鉴定商品本身来达到防伪目的。

该方案实现了手机扫码溯源与手机拍照防伪的统一，一次扫码即可实现溯源和防伪的目的。此外，这项方案具有零教育成本

的优势，只需要通过手机拍照即可实现，消费者无需再去阅读和学习商品的防伪说明书，就能知道怎么鉴定商品真伪。 

（三）营销推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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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公司持续加大新技术新产品营销推广力度，扩大公司产品的品牌影响力。公司是中国防伪行业协会优秀

会员单位，获2019年中国防伪行业优秀企业证书，是深圳市商用密码行业协会会员单位。报告期内，公司多次参加行业展会、

协会论坛、金融机构宣讲会等，积极推广公司新技术新产品。2019年3月，公司参展2019防伪与智能追溯技术高峰论坛；2019

年4月，公司参展中国国际包装容器展。通过一系列的营销推广活动，扩大了公司纸纹防伪技术及银企通对公移动支付技术

在金融机构及其他商品防伪领域的影响力，为公司带来潜在的商业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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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 2017 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

——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企业会计准则

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等四项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

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 

2、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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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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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

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2）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修改为“预期损失法”，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

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3）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

益；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本报告期，公司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未分配利润

或其他综合收益，具体如下：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将原计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30,970,345.00元对外股权投资，本报

告期期初公司将该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在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科目列示，金额30,970,345.00元，不需要调整期初未分配利润或其他综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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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深圳兆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魏恺言               

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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