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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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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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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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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769-38858399 0769-38858399 

电话 0769-38858388 0769-38858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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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自成立起即专注于改性塑料行业，并不断在改性塑料上下游探索、延伸与整合，历经二十多年的发展，在改性塑料

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较为突出的技术优势、客户资源优势、服务优势、产品品质优势等。截至目前，公司改性塑

料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家电、汽车、IT电子、LED照明、电线电缆等行业，聚集了包括格力电器、上海通用五菱、飞利浦、大

疆等众多优质客户。稳定优质的客户资源不仅为公司带来了稳定的营业收入，而且提升了公司产品品牌市场知名度，同时还

为公司逐步融入跨国企业的全球产品供应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公司相关行业状态和趋势情况如下： 

21世纪以来，新材料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显著。新材料产业是产业关联度高、经济带动力强、发展速度快、综

合效益好的新兴产业之一，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基础，也是当前最具发展潜力的产业领域之一。 

新材料作为国民经济先导性产业和高端制造及国防工业等的关键保障，是各国战略竞争的焦点。近年来，我国新材料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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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目前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先后列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重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中国制造2025》

十大重点领域。2016年12月，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领导小组，负责推动新材料产业发展的总体部署、重要

规划，彰显了国家大力振兴新材料产业的决心。 

1. 塑料制品用途广泛，改性化率不断提升，改性塑料市场规模庞大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以塑代钢”、“以塑代木”的不断推进，改性塑料也获得了快速发展，改性设备、改性技术

不断成熟，改性塑料工业体系也逐步完善，改性塑料已成为我国塑料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改性塑料在阻燃性、强度、抗冲

击性、韧性等方面的性能都优于通用塑料，下游应用领域广泛，主要应用于家电、汽车、电子电器及电线电缆等行业。2018

年国内改性塑料需求量达到1,182万吨，同比增速7.2%，保持了较快的增长。2018年国内改性塑料产量达到1,849万吨，改性

化率达到21.6%，未来随着改性化率的进一步提升，国内改性塑料需求量和产量有望继续保持增长。 

2. 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上游高分子材料市场需求不断提升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环保意识日趋强烈，发展新能源汽车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共识。不仅各国政府先后公

布了禁售燃油车的时间计划，各大国际整车企业也陆续发布新能源汽车战略。在此背景下，全球新能源汽车销售量从2012

年的约11.6万辆增长至2018年的约202万辆，年均复合增速高达约61%。 

我国从2012年开始支持新能源汽车发展以来，发布了多项政策文件支持和推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其中，2017年4月6

日，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到“2020年，新能源汽车年产销达到200万辆，到2025年，新能源汽

车占汽车产销20%以上”。 

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离不开续航能力的提升，要使每消耗1Kwh电量的电动汽车行驶更远的距离，主要方法是增加

电池带电量（提高能量密度或者增加电池数量）和减轻汽车的重量。因此，提高电池能量密度和车身轻量化成为新能源汽车

的重要发展方向，在此带动下，上游高分子材料市场需求不断提升。 

3. 改性塑料行业整合空间较大，行业集中度有望提升 

改性塑料在石化行业发达的国家已经发展多年，大型化工外企在原料供应、营业规模、技术积累上优势明显，通常在全

球各大产业链中都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供给。相比之下，国内改性塑料企业大都是从国内家电和汽车行业发展起来之后才迅速

发展，虽然发展速度很快，但目前国内企业在产品种类、营收规模、研发实力等方面与国际巨头尚存在一定差距，国内企业

整体竞争格局较为分散。 

随着国内改性塑料行业的不断规范、发展及下游客户对产品性能、质量稳定性、供货量的要求逐步提升，对改性塑料企

业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一方面体现在强度、硬度、韧性、阻燃性、电学性能、卫生安全性能、环境友好性能等技术要求不断

提高；另一方面体现在供货企业产品质量的稳定性、一致性、产能等要求更为严苛。未来随着技术门槛、规模门槛、客户门

槛的不断提升，国内改性塑料行业有望迎来整合，业内领先企业有望取得超出行业平均水平的发展速度。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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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1,511,471,027.00 2,262,760,303.64 -33.20% 2,563,451,379.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83,553.21 -805,175,824.86 101.25% 218,558,175.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7,400,589.66 -1,336,470,265.10 91.96% 197,912,100.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494,000.36 181,836,991.52 -65.08% 9,365,583.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1.60 101.25% 0.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1.60 101.25% 0.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6% -45.12% 45.98% 11.08%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455,237,221.21 2,312,163,603.38 -37.06% 3,434,133,434.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97,885,562.58 1,336,052,770.73 -25.31% 2,230,772,94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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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20,029,664.94 337,511,438.99 366,199,830.73 387,730,092.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2,190,111.22 -129,706,694.01 -24,503,611.43 -27,896,25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78,663.30 -20,859,651.63 -12,584,759.92 -77,434,841.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478,043.13 29,806,582.97 -2,593,159.47 -197,466.2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0,58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9,386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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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6% 93,465,392 0 

冻结 83,994,692 

质押 83,992,812 

谭颂斌 境内自然人 7.43% 33,600,757 25,605,257 质押 25,870,000 

银禧集团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7.02% 31,750,000 0   

陈智勇 境内自然人 1.87% 8,455,628 7,639,909 冻结 8,455,628 

邹健 境内自然人 1.16% 5,235,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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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 3,674,410 0   

吴毓仪 境内自然人 0.66% 3,005,827 0   

林登灿 境内自然人 0.55% 2,500,000 2,5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谭颂斌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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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谭颂斌、瑞晨投资为一致行动关系。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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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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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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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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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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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151,147.10万元，同比下降33.20%；实现营业利润238.39万元，同比增长100.3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1,008.36万元，同比增长101.25%。 

报告期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2019年共计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收益6,859.39万元。 

2、公司2018年审计报告已确定应收兴科电子科技四位原股东现金业绩补偿42,404.08万元，并根据预计未来可以收回的

情况计提了25,442.45万元的减值准备，扣除减值准备后应收业绩补偿款净额为16,961.63万元。截止审计报告日，公司共计收

到的四位股东的相关业绩补偿款净额为22,238.87万元，较应收现金业绩补偿款扣除减值准备后的余额16,961.63万元增加了

5,277.24万，报告期转回2018年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5,277.24万元，计入信用减值收益。 

3、兴科电子科技2019年对公司净利润影响净额为-8,862.24万元。 

4、2019年，钴类产品价格持续处于低位，子公司银禧刚果钴业有限公司的相关资产已出现了减值迹象，经专业资质的

评估机构评估，对银禧刚果钴业的铜钴矿采矿权及粗制氢氧化钴项目的固定资产与在建工程计提了2,054.03万元的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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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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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分子材料-改性塑业务 

改性塑料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35,057.48万元，同比下降23.21%，毛利率同比去年上升1.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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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内3D打印市场尚未成熟，3D打印在民用领域发展较慢，公司3D打印互联网平台无法在项目未能在项目

实施期内完成约定的经济目标，因此公司向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及东莞市科学技术局申请终止“3D打印一体化产业互联网服务

平台研发与产业创新团队”项目。虽然公司3D打印一体化产业互联网服务平台项目已终止，但公司在3D打印材料方面的产品

研发及制造任在持续进行：银禧科技3D打印项目推出了一种柔性热塑性聚氨酯（TPU）粉末，专为选择性激光烧结（SLS）和

多喷射熔融(MJF)工业打印机而设计，SP500系列TPU粉末材料，是在SP300系列尼龙12粉末材料外，提供的新应用产品，其Shore 

A型硬度在85-90之间，可应用于文创设计、穿戴定制、运动鞋材、医疗辅助等不同应用领域，配合独特的拓扑学结构设计，

可实现更为突出的功能性应用。银禧科技通过整合自身在材料领域的优势资源，在3D打印耗材产业，加大研发力度，形成国

内齐备的3D打印材料研发平台，力争成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3D打印耗材综合服务商。 

3、高分子材料-改性塑料延伸-LED业务 

由于原材料成本下降，同时银禧光电通过不断优化产品订单机构，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

司银禧光电（股票代码：835220）实现营业收入11,757.04万元，同比下降9.96%；实现营业利润905.30万元，同比增长222.02%；

实现归属挂牌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039.76万元，同比增长252.55%。 

（二）高分子材料延伸-金属材料精密结构件业务 

2018-2019年度智能手机行业出货量持续下滑，CNC行业受智能手机出货量影响，兴科电子科技最近两年连续出现巨额

亏损，2018年亏损4.68亿元，2019年1月至12月4日亏损0.93亿元，严重影响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如公司继续经营兴科电子科

技，兴科电子科技开发新客户、新产品，公司还需要对兴科电子科技追加投资，才能维持兴科电子科技的运转，且追加投资

后兴科电子科技未来能否盈利还存在不确定性因素。故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兴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公司将兴科电子科技100%股权转让给蒋宝坤先生，

双方协商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950万元。 

兴科电子科技于2019年12月25日完成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兴科电子科技自此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的主营

业务不再包括CNC金属精密结构件。 

（三）高分子材料-新能源汽车材料业务 

2017年在刚果金成立银禧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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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2019年以来钴类产品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价格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跌，公司基于对近年来

钴矿产品价格持续下降的市场行情判断，已暂停对该项目进行投入，未来年度是否继续投入需根据钴矿产品市场行情进行判

断。 

公司参股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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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供应商代码并为宁德时代（CATL）的指定产品供货。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2019 年 12 月，公司将兴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全部转让给蒋宝坤先生，股权转让后，银禧科技不再持有兴科

电子科技股权。2019 年 12 月后，公司不再从事 CNC 金属精密结构件加工业务。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改性塑料 1,333,788,129.94 200,698,407.27 15.05% -23.07% -15.61% 1.33% 

LED 相关产品 117,203,641.95 26,366,542.31 22.50% -10.22% 88.52% 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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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1,147.10万元，同比下降33.20%；实现营业利润238.39万元，同比增长100.30%，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008.36万元，同比增长101.25%。报告期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详见“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1、

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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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情况如下： 

（一）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公司会计政策的议案》。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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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要求，本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照相关文件要求进行了会计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

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2、变更前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1）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

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2）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于2017年印发修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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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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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规则执行以上会计政策。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3、变更审议程序 

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

会计政策的议案》。 

根据有关规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由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修订后的新金融工具准则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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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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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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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处置时应将之前已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转入留存收益，

不得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3）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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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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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进一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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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首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调整计入2019年期初

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并于2019 年一季报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不重述2018年末可比数。 上述新准则实

施预计不会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公司于2019年8月12日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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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公司会计政策的议案》。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19年4月30日，国家财政部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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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号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企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

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按财会【2019】6号的规定编制执行。 

2、变更前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1）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

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2）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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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

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3、变更审议程序 

公司于2019年8月12日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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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

司会计政策的议案》。 

根据有关规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由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会【2019】6号文件的要求，公司将对财务报表相关项目进行列报调 整，具体情况如下： 

 （1）资产负债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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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利润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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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现金流量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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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项目所有者权益变动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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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只涉及财会【2019】6号务报表列报和调整，不影响 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 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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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子公司兴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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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获得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虎门税务分局出具的《清税

证明》，兴科精密的注销登记工作于2019年3月完成并收到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核准简易注销登记通知书》。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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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电子科技控股子公司兴科精密注销完成后不再纳入兴科电子科技的合并报表范围。 

2、2019年3月，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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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事宜已经恒道电子股东会审议通

过，相关变更登记手续已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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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科电子科技转让恒道电子

股权是为了更好的优化业务，改善其产品结构，股权转让完成后恒道电子不再是兴科电子科技的控股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

报表范围。 

3、2019年4月，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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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科电子科技转让翔兴实业股权是为了更好的优化业

务，股权转让完成后翔兴实业不再是兴科电子科技的控股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4、2019年7月，子公司苏州银禧科技将其持有的银禧新能源40%出资额转让给宁德康本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

德康本”）。同时，银禧新能源股东苏州锂赛尔新能源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其持有的20%银禧新能源股权转让给宁

德康本。银禧新能源已在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相关备案手续。本次转让完成后，宁德康本持银禧新能

源60%股权，为银禧新能源控股股东，银禧新能源不再为公司控股孙公司，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5、子公司银禧钴业全资子公司银禧钴业（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禧钴业香港”）尚未实际缴纳出资且未进行实

际经营，且刚果金的钴业务主要由银禧刚果钴业承担，出于对钴业务资源整合的考虑，于2019年9月完成了对银禧钴业香港

的注销手续。注销后，银禧钴业香港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6、子公司银禧钴业控股子公司刚果银禧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刚果银禧矿业”）尚未开展实际经营，且刚果金

的钴业务主要由银禧刚果钴业承担，出于对钴业务资源整合的考虑， 于2019年11月完成了对刚果银禧矿业的注销手续。注

销后，刚果银禧矿业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7、2019年11月，子公司银禧光电收购了参股子公司众耀电器剩余60%股权。受让股权事宜已完成相关登记变更手续，

并取得了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本次股权收购有利丰富公司产品类别以及扩大公司生产规模，有利于

提高公司竞争力，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造成不利影响。股权收购完成后，众耀电器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纳入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8、2019 年12 月 ，银禧科技将全资子公司兴科电子科技100%股权全部转让给蒋宝坤先生，股权转让后，银禧科技不再

持有兴科电子科技股权，股权转让事宜已完成相关核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交易将兴科电子科技剥离银禧科技，是为了进一

步完善公司的管理体系与股权架构，有利于公司集中精力、财力发展优质产业，股权转让完成后兴科电子科技不再是银禧科

技的控股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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