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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62                               证券简称：兄弟科技                           公告编号：2019-073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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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科技 股票代码 002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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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柳华 沈洁 

办公地址 浙江省海宁市海洲街道学林街 1 号 浙江省海宁市海洲街道学林街 1 号 

电话 0573-80703928 0573-80703928 

电子信箱 stock@brother.com.cn stock@brother.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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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627,522,979.01 759,092,274.55 -17.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31,688.97 85,254,103.30 -100.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4,127,662.50 72,626,137.08 -1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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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9,941,583.87 191,049,856.85 -147.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1 0.1 -101.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1 0.1 -101.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3% 3.66%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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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1,212,708.94 3,581,986,748.10 -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72,009,251.40 2,258,871,041.05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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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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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志达 境内自然人 28.54% 257,395,438 193,046,578 质押 148,400,000 

钱志明 境内自然人 23.76% 214,182,400 160,636,800 质押 76,000,000 

崔其峰 境内自然人 0.51% 4,617,120 0   

中国石油天

然气集团公

司企业年金

计划－中国

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其他 0.42% 3,761,360 0   

周中平 境内自然人 0.37% 3,376,000 2,532,000   

李健平 境内自然人 0.36% 3,280,000 2,460,000   

齐书政 境内自然人 0.33% 2,978,560 0   

白骋 境内自然人 0.32% 2,928,540 0   

唐月强 境内自然人 0.30% 2,698,240 2,023,680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26% 2,324,16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本公司的控股股东钱志达与钱志明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相互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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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股东白骋通过兴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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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 

789,040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13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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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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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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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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兄弟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可转

换公司债券 

兄弟转债 128021 2023 年 11 月 28 日 50,503.08 

第一年 0.30%、 

第二年 0.50%、 

第三年 1.00%、 

第四年 1.30%、 

第五年 1.50%、 

第六年 1.8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36.38% 36.94% -0.56%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9,504.92 24,214.97 -60.75%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6.17 7.88 -2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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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紧紧围绕2019年度经营计划书确定的各项目标与重点工作计划，落实各项工作部署。报告期内，实

现营业收入62,752.30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7.33%；实现营业利润240.58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97.93%；实现净利润（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3.17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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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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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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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THER GROUP (HONG KONG) LIMITED（兄弟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为2019年5月24日新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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