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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56                           证券简称：兆新股份                           公告编号：2019-062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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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兆新股份 股票代码 00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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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红英 王云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中二路

软件园二期 11 栋 6 楼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中二路

软件园二期 11 栋 6 楼 

电话 0755-86922889 0755-86922886 

电子信箱 dongsh@rainbowvc.com dongsh@rainbowv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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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707,613.98 333,024,377.62 -37.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810,359.04 63,541,216.96 -134.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9,012,539.82 56,522,495.66 -1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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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1,882,576.62 111,958,205.87 -53.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3 -1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3 -1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3% 2.81%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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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8,889,208.54 3,103,085,832.34 -2.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11,504,079.75 1,933,314,438.79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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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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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永弟 境内自然人 26.26% 494,406,779 492,306,859 
质押 494,007,100 

冻结 494,406,779 

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79% 259,504,859 0 

质押 259,314,459 

冻结 259,504,859 

深圳市汇通正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45% 121,427,844 0 质押 121,427,844 

深圳宝信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0% 94,120,845 0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汇泽 26 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30% 43,345,636 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广华泰

丰 1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33% 25,066,744 0   

深圳市前海新旺兆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5% 17,922,928 0 质押 17,922,928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2% 11,666,100 0   

郑晓填 境内自然人 0.42% 8,000,1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40% 7,526,34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由陈永弟先生及其

配偶沈少玲女士共同投资设立，上述两名股东存在关联关系，也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前海新旺兆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部分高管、核心员工合伙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

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郑晓填通过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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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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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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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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9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当前国内外经

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经济面临新的下行压力。

在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紧紧围绕年度目标计划，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应对各项挑战；

同时对外积极拓展业务，对内优化治理、夯实内部管理，通过内外双向并举推动公司业务发展、尽早摆脱

困境、增强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06,707,613.98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26,316,763.64元，降幅37.93%；

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810,359.04元，较上年同期减少85,351,576.00元，降幅13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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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从2019年1月1日开始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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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

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公司按照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规

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比较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相关准则、指南、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会计政策变更对本公司年初数和上年数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序号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1  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列示  

应收票据 1,400,000.00 

应收账款 356,189,164.78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57,589,16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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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列示 

应付票据      8,608,802.01  

应付账款 134,647,847.1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43,256,649.13  

②会计估计变更 

    本期公司未发生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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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文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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