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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29               证券简称：兆驰股份              公告编号：2017-
045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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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无异议声明。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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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兆驰股份 股票代码 00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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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振宇 罗希文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下李朗社区

李朗路一号兆驰创新产业园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下李朗社区

李朗路一号兆驰创新产业园

电话 0755-33614068 0755-33614068

电子信箱 ls@szmtc.com.cn ls@szmt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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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报告期内，因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而增加公司总股本，故根据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按最新股本调整并列报

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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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本报告期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3,745,508,593.17 3,099,193,113.00 3,099,193,113.00 2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7,796,976.16 221,569,694.33 221,569,694.33 47.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79,463,352.26 217,869,841.57 217,869,841.57 28.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03,380,479.40 -4,713,625.36 -4,713,625.36 -14,822.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24 0.1385 0.0553 30.9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24 0.1383 0.0553 30.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6% 4.48% 4.48% -0.32%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本报告期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3,532,437,351.81 12,295,905,042.19 12,295,905,042.19 1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988,876,074.06 7,724,424,116.75 7,724,424,116.75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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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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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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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状态 数量

新疆兆驰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4.50% 2,467,187,727 0 质押 180,000,000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89% 447,882,737 447,882,737

北京国美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7% 75,484,535 75,484,535

乌鲁木齐鑫驰四海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3% 46,411,537 0

王立群 境内自然人 0.90% 40,947,045 0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0.64% 28,869,950 0

陆燕荣 境内自然人 0.44% 19,952,550 0

姚向荣 境内自然人 0.42% 18,796,210 0

全劲松 境内自然人 0.41% 18,687,740 14,015,805

康健 境内自然人 0.41% 18,687,738 14,015,80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全劲松、康健为新疆兆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根

据其出具的《非一致行动人的说明》，除顾伟和新疆兆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为《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外，新疆兆驰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全劲松、康健相互之间非一致行动人。

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亦未知其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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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 10 名股东中孙少平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 11,130,242 股，周麟骅通过申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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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 9,39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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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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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年度经营计划，稳步推进各项业务发展，上半年营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业绩

较上年同期明显增长。2017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374,550.86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85%；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2,779.70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7.94%。同时，资产规模进一步扩

大，截止2017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1,353,243.74万元，较上年末增长10.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798,887.61万元，较上年末增长了3.42%。

（一）传统家庭视听类产品

在液晶电视领域，公司秉承大客户战略，逐步调整产品结构，积极向中高端市场布局，实现与国内

外知名品牌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多元化合作，共同推进液晶电视的设计、制造及销售，在家庭视听产品领

域形成关于品牌授权、联合销售等方面的深度合作。通过多年建设的营销渠道，公司以为客户提供系统

解决方案为导向，进一步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报告期内，液晶电视及其配件的销售收入稳步增长，

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6.04%。

在数字机顶盒领域，公司继续与通信运营商（电信、移动、联通）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运营商通

过“电视+宽带”加强宽带网络建设和用户发展，开发智能机顶盒承载多样化业务实现收入增长和增值业务

运营。公司开发了一系列4K/P60、IPTV/OTT机顶盒，凭借强大的软硬件开发能力和丰富的全品类终端产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品，参与了国内外多地区通信运营商的智能机顶盒、高清互动终端置换等多项目的开发和供货，充分满

足了运营商的需求。2017年上半年，数字机顶盒业务实现营业收入68,994.35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38.25%。与此同时，公司积极探索、开发新产品领域，例如智能音箱、传统AV音响与数码技术结合的

Soundbar音箱及投影产品等，以补充并丰富公司现有产品系列，进一步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二）拓展互联网智能终端及互联网视频联合运营

公司基于自身智能制造优势，以风行在线为运营平台，与战略合作伙伴东方明珠、青岛海尔、国美

咨询合力打造互联网电视超维生态，建立了互联网电视业务，并形成终端、内容、平台于一体的大视频

业务，从而提高了公司互联网业务联合运营能力和产业化实力。

在产品研发方面，公司掌握了QLED显示技术，旗下风行互联网电视不断丰富产品系列，于2017年7

月推出新品——人工智能量子点电视，实现110%NTSC色域覆盖率，精准还原10.7亿种色彩，呈现逼真的

视觉体验；在渠道建设方面，风行互联网电视自有品牌已完成15000家线下经销商客户的布局，并与多省

电信运营商网点展开渠道合作，更于2017年6月与京东商城达成战略合作，进一步开拓线上市场，同时安

装风行系统的联合品牌电视继续与战略伙伴保持合作，借助其线上平台及线下直营门店快速覆盖终端市

场；在内容建设和平台运营方面，公司通过自主采购和联合运营等模式，不断丰富互联网电视及PC、移

动多终端的内容资源，覆盖包括影视剧、体育、综艺娱乐、少儿、资讯等垂直领域的国内外优质内容，

开创了极具成长性的内容多元发展模式，在短视频领域，风行在线通过优质的PGC内容，围绕潮流运

动、体育、汽车等主题自制IP，以内容作为新的营销方式，为公司带来了新的业务增长点。

（三）LED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公司于2011年开始涉足LED产业链的中游封装行业及下游应用领域，经过近几年的稳步发展，封装

及照明业务不断攀升，2017年上半年，公司LED产品及配件实现营业收入63,402.78万元，较去年同期增

长了33.96%，在业内拥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已成为国内领先的LED企业。2017年3月，公司着手调整在

LED应用领域的布局，引入专业团队并参股成立了深圳市兆驰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积极打造“兆驰”在照明

应用领域的品牌建设；2017年6月，公司与南昌市人民政府签署投资协议，在南昌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公司将在南昌投资建设LED外延片及芯片的设计、制造与销售项目。有效地推动公司在LED产业内的

资源整合，以完善芯片、封装、应用照明的全产业链布局，助力公司LED业务快速走向国际市场，参与

国际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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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补助会计政策变更

为了使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更加符合经济业务实质，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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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准则》，国家财政部对《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进行了修订并予

以印发，准则于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公司按照相关文件要求进行了会计政策变更。

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

1）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判断依据及会计处理方法

公司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划分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与资

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计入当期损益。但是，按照

名义金额计量的政府补助，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2）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判断依据及会计处理方法

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划分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用于补偿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在确认相关费用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用

于补偿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1）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判断依据及会计处理方法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冲减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或确认为递延收益。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确认为递延收益的，应当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按照合理、系统的方法分期计入损益。按照名义金额计

量的政府补助，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相关资产在使用寿命结束前被出售、转让、报废或发生毁损的，应当将尚未分配的相关递延收益余

额转入资产处置当期的损益。

2）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判断依据及会计处理方法

①用于补偿公司以后期间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确认相关成本费用或损

失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

②用于补偿公司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3）对于同时包含与资产相关部分和与收益相关部分的政府补助，公司应区分不同部分分别进行会计

处理；难以区分的，公司应当整体归类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4）与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与公司日常活动无关

的政府补助，直接计入营业外收支。

5）公司取得政策性优惠贷款贴息的，应当区分财政将贴息资金拨付给贷款银行和财政将贴息资金直

接拨付给公司两种情况：

①财政将贴息资金拨付给贷款银行，由贷款银行以政策性优惠利率向公司提供贷款的，公司以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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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的借款金额作为借款的入账价值，按照借款本金和该政策性优惠利率计算相关借款费用；

②财政将贴息资金直接拨付给公司，公司应当将对应的贴息冲减相关借款费用。

根据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公司对2017年1月1日

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该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该准则

进行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损益，不涉及以往年度的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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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