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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蔡荣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曾兆豪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曾兆豪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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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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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41,702,509,230.61 37,963,109,908.78 9.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8,740,020,362.85 8,589,908,951.19 1.75%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4,306,052,914.16 10.98% 37,894,400,618.36 21.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59,548,137.13 -74.79% 180,549,723.61 -86.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51,722,899.35 -72.48% 152,351,853.24 -87.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797,605,661.95 1,662.61% 3,143,650,401.24 1,260.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88 -75.14% 0.0666 -87.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88 -74.76% 0.0666 -86.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5% -4.41% 2.09% -11.99% 

 

注：公司因 2018 年报补结转销售成本，因此重新将 2018 年前三季度的该项目相关数据修正后，同期比较如下：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4,306,052,914.16  10.98% 37,894,400,618.36  21.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9,548,137.13  -72.24%    180,549,723.61  -75.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51,722,899.35  -69.23%   152,351,853.24  -74.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97,605,661.95 1,662.61%   3,143,650,401.24  1,260.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88  -72.61%           0.0666  -75.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88  -72.22%           0.0666  -75.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5% 减少 4.19 个百分点 2.09% 减少 5.60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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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33,989,732.08 处置使用年限较久的设备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4,186,770.48 收到各项政府补助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13,713,173.3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60,595.5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75,320.70  

减：所得税影响额 3,748,617.1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27,807.91  

合计 28,197,870.3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84,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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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041,038 

裕高（中国）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47% 311,151,960 0 质押 292,56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54% 41,825,413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5% 36,748,250 0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5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其他 1.32% 35,71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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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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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四川信托－价

值成长 2 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0.67% 18,140,504 0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四川信托－价

值成长 1 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0.54% 14,581,45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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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23,635,840 人民币普通股 523,635,840 

裕高（中国）有限公司 311,151,960 人民币普通股 311,151,96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1,825,413 人民币普通股 41,825,41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6,748,250 人民币普通股 36,748,25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35,717,200 人民币普通股 35,717,20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欧菲 7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6,677,640 人民币普通股 26,677,640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四川信托－价值成长 2 号证券投资

单一资金信托 
18,140,504 人民币普通股 18,140,504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四川信托－价值成长 1 号证券投资

单一资金信托 
14,581,453 人民币普通股 14,581,45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2,333,960 人民币普通股 12,333,960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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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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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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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或期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原因 

货币资金  2,814,828,591.88  1,554,175,427.27  1,260,653,164.61  81.11% 

主要系本期客户回款增加，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增加

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15,460,080.52  
 

 15,460,080.52  
 

主要系执行新金融工具准

则进行重分类调整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26,832,890.00   -26,832,890.00  -100.00% 
主要系执行新金融工具准

则进行重分类调整所致。 

应收账款  10,444,817,068.43   7,923,143,655.96  2,521,673,412.47  31.83% 

主要系本期销售增长，按约

定条款应收账款相应增加

所致。 

预付款项   51,876,349.51   32,350,934.71   19,525,414.80  60.36% 
主要系预付材料款增加所

致。 

长期股权投资   78,796,320.11   56,065,649.53   22,730,670.58  40.54% 

本期出售子公司部分股权

对其投资调整为长期股权

投资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16,771,810.53   -516,771,810.53  -100.00% 
主要系执行新金融工具准

则进行重分类调整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35,407,162.63  
   

主要系执行新金融工具准

则进行重分类调整所致。 

开发支出   290,122,644.21   149,960,637.54   140,162,006.67  93.47% 
主要系本期研发投入增加

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442,118,521.44   312,891,568.86   129,226,952.58  41.30% 
主要系本期公司之子公司

确认可抵扣亏损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81,412,370.30   319,357,564.23   -137,945,193.93  -43.19% 

主要系上期预付设备款、工

程款本期转入长期资产所

致。 

交易性金融负债   6,004,497.89  
 

 6,004,497.89  
 

主要系本期公司执行新金

融工具准则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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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负债  
 

 22,630,750.00   -22,630,75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公司执行新金

融工具准则所致。 

应付账款  12,317,033,606.95   9,389,173,069.26  2,927,860,537.69  31.18% 

主要系销售增长、材料采购

款增加，应付账款同步增加

所致。 

预收款项   80,616,543.81   32,374,126.08   48,242,417.73  149.02% 
主要系本期预收货款增加

所致。 

其他应付款   2,273,827,088.47   307,507,118.85  1,966,319,969.62  639.44% 
主要系本期收到国资平台

投资预付款 20 亿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     998,972,222.22   -998,972,222.22  -100.00% 
主要系本期偿还到期债券

所致。 

应付债券   703,993,788.69   1,261,390,334.72   -557,396,546.03  -44.19% 
主要系本期偿还到期债券

所致。 

递延收益   67,111,215.64   38,422,386.26   28,688,829.38  74.67% 

主要系本期公司之子公司

售后回租形成融资租赁业

务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183,696,397.20   128,640,577.51   55,055,819.69  42.80% 
主要系折旧年限和税法有

差异的资产形成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504,403,146.85   111,942,846.65   392,460,300.20  350.59% 

主要系本期吸收国资平台

对公司子公司的少数股权

投资 4.9 亿；以及转让子公

司部分股权所致。 

 其中：利息费用   694,541,744.07   469,005,166.55   225,536,577.52  48.09% 主要系本期借款增加所致。 

 加：其他收益   40,035,352.48   88,137,825.09   -48,102,472.61  -54.58%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

助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3,637,852.60   -9,701,426.46   23,339,279.06  -240.58% 

主要系本期远期购汇业务

到期收益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损

失以“-”号填列）  
 -32,654,965.73   -13,326,492.56   -19,328,473.17  145.04% 

主要系本期处置长期资产

所致。 

 加：营业外收入   12,088,715.46   5,323,308.50   6,765,406.96  127.09% 
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补助

款增加所致。 

 减：营业外支出   4,141,877.39   7,724,383.27   -3,582,505.88  -46.38% 
主要系本期长期资产报废

损失减少所致。 

 减：所得税费用   102,179,351.96   242,265,025.28   -140,085,673.32  -57.82% 
主要系利润总额减少，所得

税费用相应减少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112,359,802.01   256,317,157.96   -143,957,355.95  -56.16%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减少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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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143,650,401.24   231,073,655.31  2,912,576,745.93  1260.45% 

主要系本期销售规模增加，

回款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

金  
 30,313,126.14   12,213,978.00   18,099,148.14  148.18% 

主要系本期处置子公司收

回投资增加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收回的现金净

额  

 6,147,610.87   1,031,090.00   5,116,520.87  496.22% 
主要系本期处置长期资产

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39,982,340.02   235,234,000.00   -195,251,659.98  -83.00% 

主要系上期存在收到控股

股东业绩补偿款项本期未

发生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1,604,525,528.16    5,311,046,657.15  

 

-3,706,521,128.99  -69.79% 
主要系本期长期资产构建

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604,882,197.64 -5,098,537,844.15  3,493,655,646.51  -68.52% 

主要系本期长期资产构建

减少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

金  
13,124,827,542.19  19,174,171,069.14  -6,049,343,526.95  -31.55% 主要系本期借款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862,069,471.83   72,092,900.88   789,976,570.95  1095.78% 

主要系本期支付保证金增

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52,626,481.37   3,862,918,524.59  -5,015,545,005.96  -129.84% 主要系本期借款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控股股东股权转让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菲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裕

高（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高”）于2019年5月28日与南昌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南昌工控”）签署了《股份转让框架协议》，欧菲控股及裕高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43,405.8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16%）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南昌工控或其指定机构，南

昌工控向欧菲控股支付人民币5亿元作为本次股份转让的预付款。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29日

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权转让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68），

以及公司于2019年6月5日披露的《关于欧菲控股收到5亿元预付款暨股权转让事项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19-074）。 

2、限制性股票及股票增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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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一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及《关于公司<第一期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2016年6月23日，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一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一期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

核实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和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2016年7月11日，本次限制性股票及股票增值权相关议案经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2016年7月12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第一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关于对公司第一期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

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公司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公司股

票增值权的议案》。 

2016年8月29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份的议案》；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临时）审议通

过了《关于核实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份激励对象的议案》。 

2016年9月7日，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完成登记，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16

年9月9日。2016年12月1日，公司公告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完成登记，上市日期为

2016年12月2日。 

2017年3月2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5名激励对象由于离职原因，应予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21.5万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14.25元/股。 

2017年7月1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股数及价格的议案》，将上述回购注销的股数调整为53.75万股，回购价

格调整为5.656元/股。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3名激

励对象由于离职原因，应予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61.25万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为5.656元/股。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及股票增

值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

件达成，共144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在本次解锁期合计可解锁公司股票13,927,5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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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一个

解锁期解锁条件达成，共1名激励对象在本次解锁期可解锁公司股票375,000股。 

2017年9月11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锁完成。 

2017年10月2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一名激励对象由于离职原因，应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7万股限

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5.656元/股。 

2017年11月2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一名激励对象由于离职原因，两名激励对象由于担任公司监事的原

因，应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50.01万股，回购价格为5.656元/股。 

2017年12月4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一期解锁完成。 

2018年1月18日，公司完成了68.25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2018年7月1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及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

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达成，共140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在

本次解锁期合计可解锁公司股票13,254,600股，共31名股票增值权激励对象在本次行权期合计

可行权3,378,750股。 

2018年8月2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二个

解锁期解锁条件达成，共1名激励对象在本次解锁期可解锁公司股票375,000股。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一名激励对象由于离职原因，应回购注

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78,750股。 

2018年8月29日，公司完成了150.01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2018年9月10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解锁完成。 

2018年12月5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二期解锁完成。 

2018年12月19日，公司完成了78,75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2019年7月29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因2018年度公司业绩不满足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期解锁条件及股票增值

权第三期行权条件，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对不满足解锁条件的限制股票进行回购注销。此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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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已经过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公司债回售及付息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17欧菲02”回售有效申报

数量为5,600,000张，回售金额为591,192,000元（含利息），剩余托管数量为400,000张。2019

年9月4日，公司支付“17欧菲02” 回售部分债券的本息和剩余未回售部分利息。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控股股东股权转让事项 
2019 年 05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6 月 05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限制性股票及股票增值权 
2019 年 07 月 31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8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债回售及付息 2019 年 09 月 03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18年11月5日，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回购股份，回

购股份数量为 764,74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82%，最高成交价为 13.17元/股，最低成交

价为 13.16 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10,068,578.05 元（含交易费用）。详见公司于2018年11

月6日披露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85）。 

截至2018年11月30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数量2,817,24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0%，最高

成交价为13.17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1.087元/股，成交金额为32,998,897.52元（含交易费用）。

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4日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194）。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数量4,445,94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6%，最高

成交价为13.17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0.238元/股，成交金额为50,009,244.93元（含交易费用）。

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3日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01）。 

截至2019年1月31日，公司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4,445,947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16%，最高成交价为13.17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0.238元/股，成交金额为

50,009,244.93元（含交易费用）。详见公司于2019年2月2日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19）。 

截至2019年2月28日，公司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4,445,947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16%，最高成交价为13.17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0.238元/股，成交金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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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9,244.93元（含交易费用）。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4日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24）。 

2019年3月13日，公司披露《关于公司股份回购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5），

公司累计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4,445,94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6%，最高

成交价为13.17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0.238元/股，成交金额为50,009,244.93元（含交易费用）。

本次股份回购已实施完毕，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用途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依据有关法

律法规决定，公司将适时作出安排并及时披露。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

累计公允价

值变动 

报告期内

购入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

资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金融衍生工具 0.00 15,460,080.52     15,460,080.52 自有资金 

股票 204,800,000.00  51,894,496.94    256,694,496.94 自有资金 

合计 204,800,000.00 15,460,080.52 51,894,496.94 0.00 0.00 0.00 272,154,577.46 -- 

五、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六、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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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 年 02 月 2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9 月 0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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