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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33                               证券简称：兆日科技                           公告编号：2020-039 

深圳兆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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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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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3,854,904.04 111,194,976.95 -6.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858,225.41 9,399,258.58 -37.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854,959.36 5,767,443.44 -67.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841,809.40 -25,440,329.83 122.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74 0.0280 -3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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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74 0.0280 -37.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9% 1.13%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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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219,219.98 887,661,901.23 -1.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30,048,962.95 844,350,737.54 -1.6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1,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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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4% 61,616,952  质押 19,8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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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3,836,577 3,829,933   

吴晓薇 境内自然人 0.27% 906,000    

陈昌云 境内自然人 0.21% 716,600    

李景庚 境内自然人 0.19% 644,900    

娄建军 境内自然人 0.18% 606,510    

黄学明 境内自然人 0.18% 588,300    

蔡炎 境内自然人 0.17% 583,600    

周友胜 境内自然人 0.17% 57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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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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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新疆晁骏股权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德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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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0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4,616,952 股，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61,616,952 股。 

2、 公司股东陈昌云通过招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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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6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716,600 股。 

3、 公司股东蔡炎通过中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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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3,6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83,600 股。 

4、 公司股东周友胜通过方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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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7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32,2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70,900 股。 

5、公司股东姚威华通过方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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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9,5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3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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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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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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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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经营业绩 

2020年上半年，公司收入主要来源于传统电子支付密码器系统的销售，受新冠疫情影响，电子支付密码系统产品的销售

数量和销售收入同比上年均下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04亿元,同比下降6.6%，营业成本4,444.52万元，同比下

降7.02%。 

目前公司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期，研发投入较大，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2,945.97万元，占公司营业总收入比例为28%，

同比增长36.79%。为应对新冠疫情影响，公司优化管理，控制费用支出，报告期内，公司管理费用906.63万元，同比下降41.99%；

销售费用1189.74万元，同比下降14.26%；财务费用为-663.88万元，同比减少29.35%，财务费用主要为利息收入。 

综上，本报告期公司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585.82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37.67%。 

 

（二）研发项目 

1.银企通 

公司自主研发的银企通系统是一款专注银行对公客户场景化运营的创新产品，通过构建企业日常经营场景，整合企业经

营过程所需的横、纵向资源，实现场景+支付+资源的深度融合，为企业全员提供一体化服务。银企通为企业构建场景支付、

资源经营、社交生态、数字运营四大板块，为银行打造布局生态场景、穿透公私客户、数字经营客户三大能力，助力银行实

现批量在线授信、精准营销等综合金融服务。 

通过银企通为银行打破对公服务边界，构筑对公全新场景，建设真正高效的获客与活客新渠道，助力银行布局金融服务

生态圈。 

2.纸纹防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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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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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案具有防伪介质不可转移、不可复制、零教育成本的优势。此外，公司还积极探索纸纹防伪技术在其他票

证、商品标签、商品包装、商品防伪以及非纸质材料领域应用的可能性。 
    

（三）营销推广活动 

1月9日，“双在线，触未来——2020金融移动智能峰会”在杭州隆重举行。兆日科技应邀携银企通“多端协同，生态在线”

金融移动智能方案出席峰会，受到金融界客户广泛关注。 

6月11日，广东省粤港澳合作促进会金融专业委员会联合澳门《金融创新》杂志社于广州共同举办“2020年广东地区城商、

农商行智能运维与数据管理专题研讨会”。兆日科技携银企通应邀参与本次研讨会，为各位参会代表带来兆日科技2020年在

银行对公服务领域的全新探索与思考。 

6月30日，由中国电子银行联合宣传年、中国电子银行网主办的“2020中国金融科技创新大赛”各项大奖揭晓，兆日科技“银

企通-对公客户场景化运营服务平台”突出重围，荣获本次大赛最高荣誉奖项“评审团推荐·全场荣耀奖”。 

    8月12日，由《贸易金融》杂志、中国交易银行50人论坛、中国供应链金融产业生态联盟等机构主办的“2020第四届中国

供应链金融年会”在北京召开。作为深耕银行对公服务的金融科技创新者，兆日科技受邀参会，凭借在产业链、供应链金融

及金融科技领域的创新表现，在“第四届中国供应链金融行业标兵大奖评选”活动中荣获“最佳供应链金融营销创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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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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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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述文件的要求，公司于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并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

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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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新旧准则转换的衔接规定，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应当根据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

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亦无需对以前年度进行追溯调整，即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不影响公司2019年度相关财务指标。该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

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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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9 年 12 月 2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公司以自有

资金出资人民币 1,000 万元，在武汉设立全资子公司武汉兆日融云科技有限公司，主要承担银企通平台的交付业务。2020

年1月7日该公司注册成立。 

 

 

 

 

深圳兆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魏恺言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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