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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22                           证券简称：博士眼镜                           公告编号：2020-019 

博士眼镜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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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声明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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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22,093,998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 元（含税），

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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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眼镜 股票代码 30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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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秋 熊丹 

办公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深南东路 5016 号

京基一百大厦 A 座 2201-02 单元 

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深南东路5016号京

基一百大厦 A 座 2201-02 单元 

传真 0755-82095526 0755-82095526 

电话 0755-82095801 0755-82095801 

电子信箱 zqswb@doctorglasses.com.cn zqswb@doctorglasses.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 



博士眼镜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公司作为眼镜零售的连锁经营企业，主要从事镜架、镜片、太阳镜、老花镜、隐形眼镜和护理液等产品的销售与验光配

镜的服务，公司现有“President optical”、“博士眼镜”、“zèle”、“砼”四大零售品牌，分别定位“高端定制”、

“专业视光”、“时尚快消”、“个性潮牌”，通过差异化的品牌定位和专业视光验配服务，更好地服务多层次需求的消费

者。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1、公司采购模式 

公司采用统一进货、集中采购，统一定价的采购运作模式。公司商品部、配送部、配镜部三个部门联合负责采购、订货

及配送门店的相关工作。公司商品部年末向营运部门收集采购需求，并制定次年的年度及月度商品采购计划。公司营运部门

按照库存定量管理标准或顾客订制需求，向商品部发送产品订购申请，商品部根据产品的销售情况、周转率、库存情况等，

制定订货计划，以实施品类优化措施，不断调整产品结构。 

商品部负责调查和选择合适的供应商，一年一次对供应商进行综合评审，对合格供应商名册进行调整、更新，实现供应

商的动态管理。 

2、公司销售模式 

公司的销售模式主要分为直营门店、电子商务和批发三大类型，具体情况如下： 

（1）直营门店销售模式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直营的销售模式，已经建立起较为广泛的直营门店销售网络。在直营销售模式下，公司通过自

营和联营的形式进行商品销售。其中，自营模式为公司与商场、超市或者个人等主体签订租赁协议，按照约定支付租金，公

司通过子公司或分公司形式开设门店；联营模式为公司与百货、超市、购物中心等主体签订联营合同，由联营方提供场地和

收款服务，公司提供产品和销售管理，联营对方按照联营合同约定零售额的一定比例收取应得费用。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拥有368家直营门店，直营门店根据渠道类型分为百货、超市、购物中心、街铺、眼科医院等销售

终端类型。 

（2）电子商务销售模式 

公司的电子商务销售模式主要为电商平台模式，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江西博士新云程商贸有限公司在天猫平台、京东平

台运营博士眼镜官方旗舰店。除了电商平台模式以外，公司还通过运营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微商城，推送产品信息、优惠活动

和流行趋势等内容，增加消费者的粘度，实现线上与线下融合的体验式消费。 

（3）批发销售模式 

公司的批发销售模式不仅包括对加盟商的批发，还包括对除加盟商以外客户的批发。公司为加盟店提供统一供货渠道，

加盟商向公司直接采购产品并以零售价向消费者销售。对加盟商以外客户的批发主要是向同行业批零销售商的批发销售。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拥有加盟门店29家。 

（三）公司所处行业的基本情况及行业地位 

公司所处眼镜零售行业，主要采用连锁经营模式，经过多年发展，已成为目前国内销售规模、门店数量领先的眼镜连锁

零售企业之一。2019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质量稳步提升，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2019年全年，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411,649亿元，比上年增长8.0%，其中，全国网上零售额106,325亿元，比上年增长16.5%。国民经济的稳定

发展是眼镜零售行业长期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增加，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发生较大转

变，消费者对视觉健康需求的提升、对品牌和服务意识的增强、个性化需求的增加，一方面将促进整个眼镜零售行业的专业

化升级，另一方面，眼镜配饰化形成的“一人多镜”消费缓解了眼镜行业“低频”消费的痛点，眼镜零售行业的市场规模将

继续增长，发展前景良好。 

目前，我国青少年近视率高居世界第一，青少年近视问题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国家在2018年相继出台了

一些方针政策，以控制并降低青少年儿童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改善我国青少年儿童视觉健康状况。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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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印发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的有关要求，2019年3月2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网信

办、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中医药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等6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儿童青少年近视矫

正工作切实加强监管的通知》，针对在目前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不能治愈的情形，切实加强市场监管，进一步规范儿童青少

年近视矫正工作，维护儿童青少年健康权益。随着国家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的开展，为眼镜零售行业参与、承担儿

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工作和责任提供了机遇及挑战，将进一步促进眼镜零售行业提升行业专业水准，转型走专业化的发展道

路，客观上推动整个行业加速升级。 

互联网电子商务及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增强了交易的便利性，网络购物环境日趋完善，消费者的交易习惯也随之发生

转变，选择网上购物方式的消费者群体大量增多，在“新零售”模式的驱动下，眼镜零售行业开展线上线下创新发展新模式，

逐步提高信息化水平，将线下服务、体验的优势与线上客流、信息流相融合，以实行网络化全渠道布局，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将为眼镜零售行业带来新的增长点。 

我国眼镜零售店数量多，而占市场份额较大的龙头企业较少，行业集中度低，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随着消费者对视觉健

康要求的不断提高、企业经营成本的持续攀升以及电子商务带来的冲击，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空间和竞争优势，眼镜零售企

业一般需要通过扩大销售网络、打造品牌影响力、连锁规模化来保障自身的持续发展，在此过程中，缺乏竞争力的眼镜零售

商或遭淘汰，或促使其依托大型连锁经营企业以谋求继续发展，将给已经取得先发优势的大型连锁品牌企业带来更多行业兼

并整合的机会，整个行业将继续向着规范化、规模化趋势发展。 

公司作为国内领先的眼镜零售连锁企业之一，也是国内直营门店数量领先的眼镜零售连锁企业之一，经过多年在行业内

精耕细作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行业经验和品牌知名度，凭借较强的专业服务水平和区域扩张复制能力，形成了全国布局的

销售网络规模优势，同时，随着新零售整合与竞争日益升级，公司积极探索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业务模式创新，以实现全渠

道销售业务发展，保障公司的盈利水平。借助多年发展累积的验光配镜服务经验和供应链优势，公司携手部分医院试行探索

综合视光服务新模式，在传统眼镜零售商品价值外，创造体现专业能力的新价值。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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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655,031,758.19 566,055,654.27 15.72% 471,321,88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357,587.73 59,315,053.87 5.13% 52,196,613.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4,049,653.21 48,380,723.93 11.72% 45,757,964.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072,798.60 36,958,864.54 165.36% 61,705,247.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2 0.69 -24.64% 0.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2 0.69 -24.64% 0.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73% 12.46% -1.73% 13.40%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668,003,716.12 589,719,124.18 13.27% 523,868,979.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67,649,171.55 503,655,568.29 12.71% 453,130,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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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51,323,590.28 156,510,563.43 180,158,987.80 167,038,616.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054,054.80 13,084,291.14 16,200,078.38 21,019,163.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305,877.66 8,686,793.38 15,382,638.01 19,674,344.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057,988.83 16,374,442.87 40,661,532.60 23,978,834.2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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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0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8,028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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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XANDER 
LIU 

境内自然人 26.99% 32,956,568 32,956,568   

LOUISA FAN 境外自然人 22.48% 27,443,525 27,443,525 质押 17,483,961 

建水县江南道

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5% 4,458,001 0   

上海通怡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通怡百合 7

号私募基金 

其他 2.32% 2,838,455 0   

上海豪石九鼎

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1.79% 2,188,971 720,059   

张凯 境内自然人 1.61% 1,966,000 0   

刘晓娜 境内自然人 1.52% 1,854,000 0   

于鹏程 境内自然人 1.43% 1,750,000 0   

戴江琴 境内自然人 0.81% 984,525 0   

上海通怡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通怡金牛 2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76% 925,4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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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ALEXANDER LIU 与 LOUISA FAN 为夫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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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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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经营情况概述 

2019年，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经济环境与行业形势，公司在董事会领导下进一步夯实主营业务基础，始终坚

持“区域领先、稳健扩张”的发展战略，围绕“抓单量、精专业、升管理、控成本”的经营方针，积极推进年度经营计划的

贯彻落实，以产品及服务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顾客为中心，进一步优化产品品类结构，控制并降低经营成本，以专业

技能为顾客提供服务，加大品牌建设力度，不断提高管理水平，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为公司稳定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5,503.1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6,235.76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13%，其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5,404.9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72%。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工作回顾如下： 

1、持续推进营销服务平台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门店营销网络的建设，积极拓展核心区域及核心商圈，扩大业务覆盖面，强化营销网络区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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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同时，加强提高新开门店的质量，适时放缓开店速度，梳理关闭部分盈利能力不佳的门店，通过不断优化营销网络布

局，使营销服务平台布局更为合理，保障公司整体盈利水平的提升。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深化与山姆会员店合作，在保证了

新开门店开店质量的同时也获得了合作方认可，公司被评为山姆会员店2019年度最佳供应商。 

报告期内，公司新开门店54家，其中直营门店44家，加盟店10家。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共有门店397家，其中直

营门店368家，加盟门店29家。 

2、继续加快区域建设项目进度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既定计划进一步加快推进信息化项目的建设，信息化系统主要规划已经完成，在应用系统建设方面，

应收稽核系统已完成开发，目前已在测试当中；ERP定制功能已陆续投入使用，其中，全程扫码、新仓储管理模块、部分产

品预售等功能的投入使用，以及与部分供应商的订货系统的打通融合，实现公司与供应商系统直接交换数据，公司存货管理

更加有效、便捷，供应链运营效率不断提升。在基础平台建设方面，数据中心机房已经建设完成，同时，安全防护体系、备

份容灾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公司数据资产安全进一步得到保证。 

3、进一步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发展运营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探索“线上+线下”经营模式，线上专业经营团队通过对消费者研究、对品牌及产品定位，结合线

上眼镜产品的销售特性，积极拓展社交电商等形式，持续构建电商平台多元化，不断拓展公司销售规模，同时，通过团购劵

形式，实现门店和线上电商平台的智能化互动，在为线下门店引流的同时带给消费者体验式服务。公司线上经营业绩在专业

团队的运营下，呈现快速增长态势，2019年公司线上销售额为4,890.09万元，较去年同比增长252.87%，占公司总体销售额

的7.47%，较去年增加5.02%。 

4、加强推进品牌体系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升级“President optical”、“博士眼镜”、“zèle”、“砼”四大品牌体验式消费场景，根

据新版本VI识别系统，不断改进、完善各品牌店面形象和服务流程，通过对不同品牌的差异化定位，进行差异化市场推广策

略，巩固并加强各品牌在不同消费者群体中的知名度，促进提升品牌的成熟度，从而保持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5、启动“产学研”视觉健康创新体系 

2019年11月23日，公司与罗湖医院集团进一步加深合作，共同发起的深圳市博士视觉健康研究院暨“近视防控工作规范”

深圳标准示范项目启动仪式在公司供应链运营中心举行，深圳市博士视觉健康研究院作为民非研究院，将整合国内外眼视光

优势专家资源，聚焦民生实事服务，关爱市民视觉健康质量，建立“产学研医用”融合的视觉健康创新体系。 

6、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探掘投资渠道 

报告期内，公司与深圳市前海九派资本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该产业投资基金主要投

资于眼镜及视光领域等相关产业链上下游优质、成长性企业以及互联网、新零售等新兴产业领域，通过运用产业投资基金平

台，将有利于公司整合产业资源，促进公司的业务升级与战略布局。 

7、全面提高公司经营管理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全面优化公司内部管理，完成总部仓储优化和中央加工中心的硬件改造，建筑面积近5,000平方米的供

应链运营中心投入使用，自动化加工设备和ERP系统对接，打造与门店销售协同及时查验的数字化仓储，实现配镜加工的流

水线作用，保证产品交付质量的同时也提高了加工效率。为了吸引留住优秀人才，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公司实施长

效激励措施，已初步获得成效，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期已完成解锁，预留部分已完成授予登记，不断推

进实施激励措施，激发人力资源创新活力，为公司长远发展蓄备内生动力。 

（二）公司门店的经营情况 

1、报告期末门店经营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共有门店397家，其中，直营门店368家，加盟店29家。经营网点已遍布甘肃省、青海省、辽宁省、

山西省、陕西省、山东省、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四川省、云南省、宁夏回族自治

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北京市、重庆市、上海市共计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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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公司收入排名在前10名的门店情况如下： 

序号 门店名称 地址 开业日期 经营面积 

（㎡） 

经营业态 经营 

模式 

物业权属 

状态 

1 深圳市1098号门店 深圳市福田区 2013/7/16 220.00 商超场所及医疗机构 直营 租赁物业 

2 深圳市1191号门店 深圳市罗湖区 2012/10/26 88.00 商超场所及医疗机构 直营 租赁物业 

3 杭州市6466号门店 杭州市江干区 2013/5/21 76.00 商超场所及医疗机构 直营 租赁物业 

4 深圳市1046号门店 深圳市福田区 2009/12/10 112.00 商超场所及医疗机构 直营 租赁物业 

5 深圳市1288号门店 深圳市宝安区 2017/8/31 78.00 商超场所及医疗机构 直营 租赁物业 

6 深圳市1018号门店 深圳市南山区 2008/10/13 63.00 商超场所及医疗机构 直营 租赁物业 

7 南宁市4885号门店 南宁市青秀区 2016/9/26 78.00 商超场所及医疗机构 直营 租赁物业 

8 深圳市1228号门店 深圳市龙岗区 2013/12/5 84.00 商超场所及医疗机构 直营 租赁物业 

9 深圳市1792号门店 深圳市福田区 2010/12/30 78.00 独立街铺 直营 租赁物业 

10 深圳市1066号门店 深圳市罗湖区 2010/9/26 50.50 商超场所及医疗机构 直营 租赁物业 

（1）报告期末门店的分布情况 

①报告期末直营门店的分布情况 

所在地区 经营业态 

商超场所及医疗机构 独立街铺 

数量（家） 面积（㎡） 数量（家） 面积（㎡） 

东北 2  93.00  -  -    

华北 7  466.00  -  -    

华东 70  4,658.73  20  2,011.00  

华南 148  8,512.95  52  4,099.30  

华中 1  45.00  -  -    

西南 65  4,584.10  3  183.00  

合计 293  18,359.78  75  6,293.30  

②报告期末加盟门店的分布情况 

所在地区 经营业态 

商超场所及医疗机构 独立街铺 

数量（家） 面积（㎡） 数量（家） 面积（㎡） 

东北  -     -     -     -    

华北 1  49.00   -     -    

华东 3  142.00   -     -    

华南 8  229.00   -     -    

华中 4  195.00   -     -    

西北 7  372.00   -     -    

西南 6  317.00   -  - 

合计 29  1,304.00   -  -  

（2）直营店营业收入和公司对加盟店批发收入情况 

报告期末，公司直营门店主营业务收入共计578,883,808.38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88.37%，公司对加盟门店批发收入共



博士眼镜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8 

计3,829,460.56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0.58%。 

2、门店的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新开门店54家，其中，直营门店44家，加盟店10家；关店62家，其中，直营门店关店53家，加盟店关店

9家。均不存在对公司业绩有重大影响的情况。 

（1）报告期内新增门店情况 

①报告期内新增直营门店情况 

所在地区 经营业态 

商超场所及医疗机构 独立街铺 

数量（家） 面积（㎡） 数量（家） 面积（㎡） 

东北 -  -    -  -    

华北 3  178.00  -  -    

华东 13  794.30  3  233.00  

华南 13  622.12  3  166.00  

华中 1  45.00  -  -    

西南 8  582.00  -  -    

合计 38  2,221.42  6  399.00  

②报告期内新增加盟门店情况 

所在地区 经营业态 

商超场所及医疗机构 独立街铺 

数量（家） 面积（㎡） 数量（家） 面积（㎡） 

东北  -     -     -     -    

华北  -     -     -     -    

华东 1  46.00   -     -    

华南 1  40.00   -     -    

华中 1  70.00   -     -    

西北 2  118.00   -     -    

西南 5  244.00   -     -    

合计 10  518.00   -     -    

（2）报告期内关闭门店情况 

①报告期内关闭直营门店情况 

所在地区 经营业态 

商超场所及医疗机构 独立街铺 

数量（家） 面积（㎡） 数量（家） 面积（㎡） 

东北 5  283.00  -  -    

华北 4  151.00  -  -    

华东 10  441.60  1  168.00  

华南 15  895.20  4  205.86  

华中 -  -    -  -    

西南 13  720.13  1  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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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47  2,490.93  6  438.86  

②报告期内关闭加盟门店情况 

所在地区 经营业态 

商超场所及医疗机构 独立街铺 

数量（家） 面积（㎡） 数量（家） 面积（㎡） 

东北  -     -     -     -    

华北 1  30.00   -     -    

华东 4  191.00   -     -    

华南 1  30.00   -     -    

华中  -     -     -     -    

西北  -     -     -     -    

西南 1  27.00  2  80.00  

合计 7  278.00  2  80.00  

3、门店店效信息 

（1）分区域门店情况 

地区 数量（家） 店面平效 

(元/㎡.年) 

营业收入（万元） 营业收入同比增幅（%） 营业利润同比增幅（%）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东北 2  20,959.65   642.59   598.40  -6.88% 65.74% 

华北 7  18,852.51   936.03   985.36  5.27% -225.59% 

华东 90  17,335.50   9,213.78   10,917.33  18.49% 47.51% 

华南 200  29,035.04   34,591.33   37,040.74  7.08% 8.32% 

华中 1  40,912.20   -     15.34  - - 

西南 68  17,128.92   7,354.64   8,331.21  13.28% -58.87% 

合计 368  23,407.52   52,738.38   57,888.38  9.77% 12.66% 

（2）分经营业态情况 

经营业态 数量（家） 店面平效 

(元/㎡.年) 

营业收入（万元） 营业收入同比增幅

（%） 

营业利润同比增幅

（%）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商超场所及医疗机构 293  24,672.30   40,333.22   45,774.29  13.49% 15.30% 

独立街铺 75  19,609.18   12,405.16   12,114.09  -2.35% 6.54% 

合计 368  23,407.52   52,738.38   57,888.38  9.77% 12.66% 

（三）公司线上销售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博士新云程商贸有限公司负责运营公司在天猫、京东平台上的官方旗舰店。2019年，公司线上交易

额（GMV）为5,543.30万元，公司在天猫平台、京东平台上的营业收入（不含税）分别为4,880.72万元、9.37万元，合计占

公司营业收入的7.47%。 

（四）采购、仓储及物流情况 

1、商品采购与存货情况 

（1）商品采购情况 

公司采用统一进货、集中采购，统一定价的采购运作模式。公司商品部、配送部、配镜部三个部门联合负责采购、订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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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配送门店的相关工作。公司商品部年末向营运部门收集采购需求，并制定次年的年度及月度商品采购计划。公司营运部门

按照库存定量管理标准或顾客订制需求，向商品部发送产品订购申请，商品部根据产品的销售情况、周转率、库存情况等，

制定订货计划，以实施品类优化措施，不断调整产品结构。 

商品部负责调查和选择合适的供应商，一年一次对供应商进行综合评审，对合格供应商名册进行调整、更新，实现供应

商的动态管理。 

2019年，公司前五名镜片供应商的供货比例分别为41.04%、25.28%、14.62%、10.60%及7.70%；前五名镜架供应商的供

货比例分别为16.44%、15.21%、10.56%、5.82%及4.92%；前五名太阳镜供应商的供货比列分别为36.70%、14.56%、14.02%、

8.57%及5.98%；公司老花镜供应商共三家，供货比列分别为57.12%、28.11%、14.77%；前五名隐形眼镜供应商的供货比例分

别为33.54%、32.50%、21.79%、 10.30%及1.88%；前五名护理液供应商的供货比例分别为36.18%、34.29%、27.33%、1.92%

及0.26%。 

（2）存货管理情况 

为避免因款式老旧对公司经营造成不良影响，公司一般会与供应商约定退换货条款，以保证公司存货的合理库存。对于

库龄长、周转慢的存货，每月将对其进行检查、分析，并制定不同的促销及销售激励政策，以加快存货周转；对于因质量问

题或者磨损瑕疵而导致已无销售价值的存货，定期进行报损清理。 

2、仓储与物流情况 

公司销售业务按渠道分为直营实体店、电子商务渠道、批发（含加盟）渠道。公司在深圳设有总仓，在南昌设有分仓，

其他地区存货都直接存放于门店，未单独设立仓库。 

公司直营门店内陈列的商品是由公司配送部通过公司自有车辆、第三方快递/物流公司、门店员工自提等方式向各直营

门店进行配送。对于直营实体店需要验配加工的眼镜产品，也通过上述物流方式在各直营门店与配镜部之间往来；对于电子

商务渠道销售的产品，公司通过第三方快递公司将商品邮寄给消费者；对于批发及加盟渠道销售的产品，公司通过第三方物

流/快递公司邮寄给批发客户，或者由批发客户自行提货。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镜架 188,222,615.25 140,119,809.03 74.44% 14.24% 9.54% -3.20% 

镜片 252,286,761.52 212,936,309.34 84.40% 19.51% 17.87% -1.18% 

隐形眼镜 104,012,386.62 57,726,697.21 55.50% 9.61% 5.36% -2.2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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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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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根据财政部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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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企

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的

规定和要求，公司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

新规定。 

2019年4月10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 

1、对合并报表影响：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及金额：                                     

2019年1月1日：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13,726,400.00元；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增加13,726,400.00元。 

根据公司存货管理需要，从2019年1月1

日起，公司将存货计价方法由月末一次加

权平均法变更为个别计价法。 

2019年4月10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 

不涉及调整 

根据财政部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的规

定和要求，公司从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

起执行新规定。 

2019年8月27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 

1、对合并报表影响：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及金额：                                                        

2018年12月31日：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减少25,258,070.81元            

应收账款：增加25,258,070.81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减少32,172,228.84元                     

应付账款：增加32,172,228.84元                                   

利润表中资产减值损失列报位置调整。                              

2、对母公司报表影响：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及金额：                                                         

2018年12月31日：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减少22,062,578.20元                      

应收账款：增加22,062,578.20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减少22,519,397.80元                                     

应付账款：增加22,519,397.80元                                            

利润表中资产减值损失列报位置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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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数量比上年度新增加3户，新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变动原因 公司名称 

苏州普立奥眼镜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苏州普立奥眼镜有限公司 

上海朴宿眼镜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上海朴宿眼镜有限公司 

西安普立奥眼镜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西安普立奥眼镜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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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眼镜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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