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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33                               证券简称：兆日科技                           公告编号：2021-025 

深圳兆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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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699,645.17 103,854,904.04 -8.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068,838.72 5,858,225.41 -237.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5,174,458.57 1,854,959.36 -918.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600,843.92 5,841,809.40 -692.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40 0.0174 -23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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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40 0.0174 -237.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1% 0.69%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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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112,031.25 871,604,271.45 -4.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96,086,366.35 804,155,205.07 -1.0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9,42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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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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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1% 55,456,952    

魏恺言 境内自然人 1.14% 3,836,577 2,877,433   

韩国银行－自

有资金 
境外法人 0.50% 1,696,500    

张江 境内自然人 0.41% 1,361,100    

台建军 境内自然人 0.30% 1,000,000    

浦忠琴 境内自然人 0.27% 899,800    

中国国际金融

香港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CICCFT4

（QFII） 

境外法人 0.25% 839,803    

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5% 834,629    

樊立军 境内自然人 0.23% 788,900    

JPMORGAN 

CHASE 

BANK,NAASE 

BANK,NATIO

NAL 

ASSOCIATION 

境外法人 0.22% 754,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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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00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40,456,952 股，合计持有公司 

55,456,952 股。 

2、公司股东张江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361,100 

股，合计持有 1,361,100 股。 

2、 公司股东浦忠琴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899,800 股，合计持有 899,800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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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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 

公司传统产品电子支付密码系统已成熟应用市场多年，经营情况相对比较稳定。报告期内，公司电子支付密码系统销

售数量略有下滑，销售收入有所减少，产品毛利率基本保持稳定。本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为9,469.96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8.82%，营业成本3532.83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0.51%。 

公司转型升级的重点项目银企通系统，已经在十余家银行成功交付，贡献部分业绩。2021年上半年，公司为了抓住银

行数字化转型的机遇，加大对银企通系统的投入和推广。报告期内，公司银企通系统主要以交付实施为主，使得研发费用资

本化比例降低，上年同期资本化金额为1,108.72万元，本报告期研发费用没有资本化，研发费用金额为4,087.72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加38.76%；报告期内，公司加大对银企通系统的销售推广，使得销售费用上升，销售费用金额为1,351.66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加13.61%；本报告期内，疫情期间实行的社保减免政策取消，使得报告期内管理费用上升，金额为1,228.42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35.49%；上述期间费用的增加给公司经营业绩带来一定的压力。 

本报告期，公司收到云启基金分红收益656.47万元。 

综上，本报告期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6.88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业绩下滑237.74%。 

2、研发创新情况 

（1）银企通系统 

2021年上半年，公司按计划持续推进银企通系统的研发。银企通专注银行对公客户场景运营，助力银行建设高效获客

与活客的新渠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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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银行实现基于大数据的在线授信、精准营销等综合金融服务。 

在企业层面，银企通为企业提供：1）金融级安全沟通工具，实名认证，可信交流；2）创新对公移动支付结算工具，

企业用款按需授权，资金实时到账，操作方便快捷，因公支付不垫款；3）移动办公系统，业务流程清晰可追溯；4）财务记

账工具，实现自动化记账；5）商旅预订、企业采购；帮助企业从即时通讯到业务审批、商品采购、支付结算、报销、发票、

记账等实现全流程一体化服务，帮助企业规范组织管理、降本增效，降低企业内控风险。 

在银行层面，银企通为银行提供：1）构建企业精准画像；2）企业全员参与，扩大银行用户客群；3）银企通覆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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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员日常高频、高黏性应用场景，提供极致的用户体验，增强企业客户的黏性。同时，公司还为银行提供运营咨询服务，涵

盖系统规划、系统实施、运营咨询、运营支撑等，与银行携手跨界共赢。 

（2）纸纹防伪技术 

在纸纹防伪技术方面，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继续探索适合纸纹防伪技术的商用场景和商业模式，推进纸纹防伪技术在

防伪行业的规模化应用。 

 

3、营销推广情况 

2021年上半年，公司持续加强对公支付银企通系统在金融行业的推广活动，通过行业展会、金融机构内部宣讲会、公司

网站、公众号等多个渠道宣传公司新产品。 

5月21日，在由中国电子银行联合宣传年、中国电子银行网主办的“2021中国金融数字科技创新大赛”中，兆日科技凭借“银

企通——对公服务数字普惠生态平台”在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的出色表现，一举斩获“专项领域创新奖”。 

5月19日，由天津市金融工作局、《当代金融家》杂志社等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天津）数字金融高峰论坛隆重举行，

从科技赋能金融、数字金融普惠民生等方面共同探索数字金融发展方向。兆日科技凭借近二十年来在银行对公服务领域的创

新突破，作为金融科技领域的创新代表受邀出席本次论坛，荣获“2020金融科技机构卓越创新奖”。 

7月22日，以“探索数智时代银行对公业务的转型与创新之路”为主题的“2021未来交易银行峰会”在上海隆重召开，兆日

科技凭借多年来打造对公客户场景化运营平台的突出表现，  受到了“金鼎奖”评委会的高度认可，摘得本次峰会金鼎奖

——“最佳场景金融建设与运营创新奖”。 

7月28日，CFS第十届财经峰会暨2021可持续商业大会在上海成功举办，经提名推荐、评委会审议，兆日科技在“十年致

敬盛典”中一举荣获“2021金融科技影响力品牌。 

 

 

 

 

深圳兆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魏恺言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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