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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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赵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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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飞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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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17,081,961.21 40,559,525,006.58 -3.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0,099,291,273.33 9,458,789,840.19 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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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94,990,663.85 -4.97% 37,059,499,123.97 -2.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36,829,442.80 48.44% 738,825,770.28 309.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50,670,531.87 65.22% 694,456,390.48 355.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709,644,098.76 -60.52% 2,346,712,310.81 -25.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79 49.49% 0.2742 311.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79 49.49% 0.2742 311.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8% 0.53% 7.55% 5.4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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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0,97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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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49,818.33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50,828,7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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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0,936.9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897,940.61 主要系对外捐赠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0,107,516.62  

减：所得税影响额 5,888,868.7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887,592.55  

合计 44,369,379.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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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10,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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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9% 333,953,812 0 质押 239,869,010 

裕高（中国）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55% 284,251,960 0 质押 211,311,097 

南昌市国金工业

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04% 162,772,028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5% 49,758,155 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6% 36,748,250 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夏中

证 5G 通信主题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3% 33,175,351 0   

蔡荣军 境内自然人 0.79% 21,259,162 21,259,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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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高毅资产管

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高毅

邻山 1 号远望基

金 

其他 0.66% 17,800,000 0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方成

长先锋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6% 12,500,203 0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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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953,812 人民币普通股 333,953,812 

裕高（中国）有限公司 284,251,960 人民币普通股 284,251,960 

南昌市国金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162,772,028 人民币普通股 162,772,02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9,758,155 人民币普通股 49,758,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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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

证 5G 通信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33,175,351 人民币普通股 33,175,351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高毅邻山 1 号远望基金 
17,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80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成

长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500,203 人民币普通股 12,50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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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道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7,523,600 人民币普通股 7,52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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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高（中国）有限公司、南昌市国金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与蔡荣军先生为一致行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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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股，上海道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人民币普通股 5,464,9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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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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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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或期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原因 

应收票据 200,046,174.69 60,912,998.32 139,133,176.37 228.41%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票据增加； 

应收款项融资 3,084,555,715.67 1,229,467,819.92 1,855,087,895.75 150.89% 

主要系本期对应客户销售收

入增加，对应应收款项融资增

加； 

其他应收款 51,317,654.08 948,797,520.98 -897,479,866.90 -94.59% 主要系本期收到股权转让款； 

长期应收款 106,450,063.76 25,721,336.57 80,728,727.19 313.86% 
主要系本期支付融资租赁保

证金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246,426,662.17 125,303,841.53 121,122,820.64 96.66% 
主要系本期预付工程设备款

增加； 

短期借款 4,890,934,147.19 7,013,374,091.29 -2,122,439,944.10 -30.26% 
主要系本期陆续偿还短期借

款； 

应付票据 1,619,480,239.35 1,236,161,454.95 383,318,784.40 31.01% 
主要系本期开具票据支付应

付款增加； 

预收款项  120,232,091.82 -120,232,091.82 -100.00% 
主要系本期首次执行新收入

准则的调整； 

合同负债 40,737,142.08  40,737,142.08 100.00% 
主要系本期首次执行新收入

准则的调整； 

应交税费 181,178,754.54 123,432,755.51 57,745,999.03 46.78% 主要系期末应交所得税增加； 

其他应付款 143,686,385.41 1,295,666,523.07 -1,151,980,137.66 -88.91% 
主要系前期收到的股权款已

完成增资手续； 

长期借款 5,521,577,629.42 2,221,837,744.05 3,299,739,885.37 148.51% 
主要系本期取得的长期借款

增加； 

预计负债 11,930,609.75 20,158,504.60 -8,227,894.85 -40.82% 主要系本期产品质保金减少； 

递延收益 93,906,289.65 57,364,345.10 36,541,944.55 63.70% 
主要系本期收到与资产相关

的政府补助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20,683,656.02 1,082,506.06 -21,766,162.08 -2010.72% 
主要系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

允价值变动； 

盈余公积 377,464,939.88 250,602,635.97 126,862,303.91 50.62% 
主要系按照母公司1-9月份净

利润的10%计提法定盈余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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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税金及附加 144,871,819.57 88,176,766.66 56,695,052.91 64.30% 

主要系留抵税额减少，本期应

交增值税增加，对应附加税增

加； 

财务费用 455,924,347.53 897,875,833.20 -441,951,485.67 -49.22% 
主要系本期利息支出减少以

及汇兑损益变动影响； 

其他收益 102,149,818.33 40,035,352.48 62,114,465.85 155.15%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

增加； 

投资收益 -133,716,057.50 13,637,852.60 -147,353,910.10 -1080.48% 
主要系确认联营企业投资损

失； 

信用减值损失 -10,806,908.76 -4,421,513.75 -6,385,395.01 144.42% 
主要系对本期无法收回的应

收款计提坏账； 

资产减值损失 -63,688,643.53 -284,409,258.58 220,720,615.05 -77.61% 
主要系本期加强存货管理，计

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减少； 

资产处置损益 3,109,005.33 -32,654,965.73 35,763,971.06 -109.52% 
主要系前期处置资产产生损

失； 

营业外收入 6,678,608.73 12,088,715.46 -5,410,106.73 -44.75% 主要系前期收到政府补助； 

营业外支出 36,306,529.08 4,141,877.39 32,164,651.69 776.57% 主要系本期捐赠增加； 

所得税费用 167,567,669.71 102,179,351.96 65,388,317.75 63.99% 
主要系本期利润总额增加，对

应所得税费用增加； 

基本每股收益 0.2742 0.0666 0.2076 311.71% 
主要系本期利润增加，对应每

股收益增加； 

稀释每股收益 0.2742 0.0666 0.2076 311.71% 
主要系本期利润增加，对应每

股收益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346,712,310.81 3,143,650,401.24 -796,938,090.43 -25.35%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出口退税

减少，同时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现金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13,563,340.40 -1,604,882,197.64 991,318,857.24 -61.77% 

主要系本期收到股权转让款

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018,255,277.34 -1,152,626,481.37 -865,628,795.97 75.10% 

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 20亿增

资款，本期未发生该事项； 

2020 年 1-9 月，公司营业收入 370.59 亿元，同比下降 2.20%，剔除安卓触控业务独立发

展影响后同比增长 13.52%（2019 年 1-9 月剔除口径营业收入为 326.45 亿元）。其中，镜头业

务发展顺利，出货量为 1.32 亿颗，同比增长 29.28%，产能利用率持续提升，综合良率保持行

业领先水平；3D 模组业务持续增长，出货量为 0.79 亿颗，同比增长 38.96%，市场渗透率和

出货量显著提升；摄像头模组业务保持快速增长，出货量为 5.53 亿颗，同比增长 21.81%，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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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量大幅提升。 

2020 年 1-9 月，公司整体毛利率提升 0.84 个百分点，盈利水平明显提升；公司期间费用

下降，管理效率提升，其中利息费用同比下降 19.60%；公司不断加强存货管理，运营成效凸

显，存货周转天数减少 16 天；债务结构改善，偿债能力进一步提升，资产负债率减少 2.6 个

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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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 

2020年6月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详见公司于

2020年6月4日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49）及

相关上网文件。 

2020年7月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本次发行方

案及部分募投项目经济评价的相关议案。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23日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

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77）及相关上网文件。 

2020年8月2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

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02301）。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新股核准》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28日披露

的《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受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5）及相关

上网文件。 

2020年9月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02301号）。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9日披露的《关于收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9）及相关上

网文件。 

2020年9月2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等

议案。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24日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0-105）等及相关上网文件。 

2020年9月2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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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13）及《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2、公司债项目 

（1）公司债回售及付息 

2020年9月4日，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17欧菲02”公司债券

剩余未回售部分的本息兑付，“17欧菲02”公司债券于同日到期摘牌，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1日披露的

《关于“17欧菲02”公司债券本息兑付暨摘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7）。 

（2）发布公司债预案 

公司于2020年7月21日和8月7日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发行公司债券方案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

议案》。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23日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0-077）等及相关上网文件。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 

2020 年 06 月 04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7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8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9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9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9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发布公司债预案 
2020 年 07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8 月 08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债回售及付息 2020 年 09 月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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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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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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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账

面价值 

本期公

允价值

变动损

益 

计入权

益的累

计公允

价值变

动 

本期购

买金额 

本期出

售金额 

报告期

损益 

期末账

面价值 

会计核

算科目 

资金来

源 

境内外

股票 
600733 

北汽蓝

谷 

204,800

,000.00 

公允价

值计量 

236,450

,451.44 
 

2,429,2

85.46 
   

238,879

,736.90 

其他权

益工具

投资 

自有资

金 

可转债 0 

Taechyo

n 

Robotics 

6,976,2

00.00 

成本法

计量 

6,976,2

00.00 
     

6,810,1

00.00 

其他债

权投资 

自有资

金 

合计 
211,776,

200.00 
-- 

243,426

,651.44 
0.00 

2,429,2

85.46 
0.00 0.00 0.00 

245,689

,836.9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

披露日期 
2016 年 03 月 30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

披露日期（如有)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衍生品

投资操

作方名

称 

关联关

系 

是否关

联交易 

衍生品

投资类

型 

衍生品

投资初

始投资

金额 

起始日

期 

终止日

期 

期初投

资金额 

报告期

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

内售出

金额 

计提减

值准备

金额

（如

有） 

期末投

资金额 

期末投

资金额

占公司

报告期

末净资

产比例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商业银

行 
非关联 否 

外汇合

约 

28,855.

3 

2019 年

10 月 11

日 

2021 年

02 月 21

日 

28,855.

3 

68,549.

83 

97,155.

41 
 249.72 0.02% 182.86 

合计 
28,855.

3 
-- -- 

28,855.

3 

68,549.

83 

97,155.

41 
 249.72 0.02% 182.86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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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2020 年 09 月 08 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2020 年 09 月 28 日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

制措施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

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

风险、法律风险等） 

"外汇衍生品交易的风险分析：  

1、市场风险：外汇衍生品交易合约汇率、利率与到期日实际汇率、利率的差异将产生

交易损益；在外汇衍生品交易的存续期内，每一会计期间将产生重估损益， 至到期日

重估损益的累计值等于交易损益。  

2、流动性风险：外汇衍生品交易以公司外汇资产、负债为依据，与实际外汇收支相匹

配，以保证在交割时拥有足额资金供清算，或选择净额交割衍生品，以减少到期日现

金流需求。  

3、履约风险：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对手均为信用良好且与公司已建立长期业务

往来的金融机构，履约风险低。  

4、其它风险：在开展交易时，如交易合同条款不明确，将可能面临法律风险。 

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风险应对：公司不进行单纯以盈利为目的的外汇衍生品交易，外

汇衍生品交易遵循套期保值原则，不做投机性套利交易，在签订合约时严格按照公司

预测的收汇期、付汇期和金额进行交易，所有外汇衍生品交易均有正常的贸易及业务

背景。公司已制定风险防范措施，加强应收账款的风险管控，严控逾期应收账款和坏

账。公司将根据《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的规定，监控业务流程，评估风险，

监督和跟踪交易情况。 

"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

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对衍生

品公允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

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本公司对衍生品公允价值的核算主要是报告期本公司与银行签订的远期结售汇交易未

到期合同，根据金融机构提供的资产负债表日未到期远期结售汇合同报价与合约约定

的远期汇价的差异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或负债，相应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

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否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

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所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不是单纯以盈利为目的，而是以具体经

营业务为依托，以套期保值为手段，以规避和防范汇率利率波动风险为目的，以保护

正常经营利润为目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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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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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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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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