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456                 证券简称：欧菲光              公告编号：2019-098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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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菲光 股票代码 002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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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燕松 周亮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望海路 1166 号招商局
广场 1 号楼 13 层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望海路 1166号招商局广
场 1 号楼 13 层 

电话 0755-27555331 0755-27555331 

电子信箱 ir@ofilm.com ir@ofil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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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88,347,704.20 18,256,254,478.71 29.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001,586.48 743,623,053.54 -9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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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28,953.89 684,851,637.93 -99.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46,044,739.30 129,088,151.65 942.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77 0.2768 -97.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77 0.2741 -97.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4% 7.82% 减少 7.58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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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61,542,844.00 37,963,109,908.78 11.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639,083,492.16 8,589,908,951.19 0.57% 

 

注：公司因2018年报补结转销售成本，因此重新将2018年上半年的该项目相关数据修正后，同期比较如下：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3,588,347,704.20  18,256,254,478.71  29.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001,586.48  152,364,589.76  -86.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628,953.89  93,593,174.15  -99.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46,044,739.30  129,088,151.65  942.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77  0.0563  -86.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77  0.0562  -86.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4% 1.65% 减少 1.4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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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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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30% 523,635,840 0 质押 436,801,550 

裕高（中国）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47% 311,151,960 0 质押 260,6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5% 36,748,250 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欧菲 7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0.98% 26,677,64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0.96% 25,963,812 0   

蔡荣军 境内自然人 0.78% 21,259,162 15,944,371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5% 12,333,960 0   

吴贵州 境内自然人 0.31% 8,499,600 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 其他 0.24% 6,588,08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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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万能－
个险万能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泰柏瑞沪

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1% 5,578,64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蔡荣军先生和裕高（中国）有限公司实际控

制人蔡高校先生系兄弟关系，未知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
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吴贵州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8,49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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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17 欧菲 01 112499 2020 年 02 月 20 日 6,541.4 4.80%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 

17 欧菲 02 112580 2020 年 09 月 04 日 60,000 5.57%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78.34% 77.08% 1.26%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3.49 3.42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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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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全球贸易摩擦频现，消费电子行业出现周期

性下滑。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统计，2019上半年国内手机市场出货总量为1.86亿部，同比

下降5.1%。受智能手机行业景气度的影响，产业链上的供应商创新升级提速，终端客户陆续

推出搭载多摄像头、3D摄像头、屏下指纹识别、折叠屏等多种功能的新机型，刺激消费者的

换机热情。随着市场的竞争加剧，行业整体承压，产业链集中度不断提升。 

公司基于对行业的深刻理解和研发积累，坚持自主创新，紧抓产业升级机遇，保持快速

稳健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5.88亿元，同比增长29.21%，其中光学产品营业

收入145.00亿元，同比增长41.66%；触控产品48.07亿元，同比下降14.99%；生物识别产品营

业收入39.35亿元，同比增长99.79%；智能汽车产品营业收入2.04亿元，同比下降1.31%。 

1、光学光电业务 

（1）光学产品  

公司聚焦光学产品业务，加强研发及创新能力，不断提升高端产品市场竞争力，已成为

高端双摄模组和三摄模组的主力供应商。此外，公司光学镜头业务进展顺利，出货量稳步提

升。 

报告期内，公司光学产品实现营业收入145.00亿元，同比增长41.66%，综合毛利率为

9.18%，同比下滑1.37个百分点。公司摄像头模组实现营业收入142.70亿元，同比增长39.68%，

总出货量为2.92亿颗，同比增长23.20%；其中多摄模组实现营收52.13亿元，同比增长25.46%；

单摄模组中，1300万像素以上的产品实现营业收入47.04亿元，同比增长56.93%；大客户产品

实现营业收入24.40亿元，同比增长约20.91%。公司镜头产品实现营业收入3.60亿元，其中对

客户实现营业收入2.30亿元，对内自供摄像头模组实现营业收入1.30亿元。公司光学产品整体

收入规模扩大，但由于单摄模组出货量的增长高于多摄模组出货量的增长，导致综合毛利率

同比下滑。 

（2）触控产品 

公司与国际大客户的合作进展顺利，充分发挥垂直产业链平台的优势，巩固了公司在触

控行业领先地位。报告期内，公司触控产品实现营业收入48.07亿元，同比下降14.99%，综合

毛利率为7.23%。公司触控显示产品业务产能利用率由于季节因素阶段性偏低，收入和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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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出现下滑，导致报告期内触控业务盈利水平有所下降。 

（3）生物识别产品 

公司充分发挥在触控、光学和指纹识别领域的复合产业优势，同时具备光学式和超声波

式两种屏下指纹识别模组批量供货能力，已成为各品牌机型屏下指纹识别模组的主力供应商。

随着屏下指纹识别模组渗透率的提升，终端客户对屏下指纹识别模组的需求激增，带动公司

盈利能力的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生物识别产品实现营业收入约39.35亿元，同比增长99.79%，出货量为1.36

亿颗，同比增长39.73%，综合毛利率为16.41%。公司高端屏下指纹识别模组的出货量不断提

升，产品良率也持续提升，带动生物识别产品的收入和毛利率同比增长。 

2、智能汽车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智能汽车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04亿元，综合毛利率为20.64%。公司智能

汽车业务因下游国产品牌的汽车销量下滑较多，同时部分新产品还处于开发阶段，导致毛利

水平略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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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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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取得和处置子公司的情况： 

公司名称 报告期内取得和处置子公司方式 

印度欧菲 新设 

南昌虚拟现实 处置部分股权 

南昌主题乐园 处置部分股权 

深圳欧菲智慧 于 2019-6-26 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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