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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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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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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0年度公司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79.05万元，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136,300.84 万元，2020 年末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136,221.79 万元。

公司拟定 2020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洛阳玻璃 600876 不适用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 

洛阳玻璃股份 01108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知新 赵志明 

办公地址 中国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唐宫中路9号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中国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

唐宫中路9号洛阳玻璃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电话 86-379-63908588、63908637 86-379-63908833 

电子信箱 lywzhx@126.com lybl600876@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信息显示玻璃、新能源玻璃两大板块。 

信息显示玻璃板块: 



主导产品为超薄电子玻璃基板，采用直销和经销商经销两种模式。本公司超薄电子玻璃产能

及产品品种、规格均位居国内浮法玻璃生产企业前列，具备批量生产 0.12mm-2.0mm 系列超薄浮

法玻璃生产能力。 

新能源玻璃板块: 

主导产品为光伏玻璃原片及深加工产品。主要采用直销模式，根据产品销售合同或订单，将

产品直接销售给客户。本公司光伏玻璃产品结构丰富，主要包括 1.6mm—4.0mm 系列超白高透太

阳能光伏组件用盖板和背板玻璃。本公司紧贴下游光伏组件技术发展趋势，为满足光伏产业薄型

化、轻量化的发展趋势，率先研发生产 1.6 mm 超薄光伏玻璃新产品。 

从行业形势及市场情况看。公司主导产品均位于相关产业链上游，属于关键基础材料，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技术进步需求。 

超薄电子玻璃基板，国内和区域性市场供需基本平衡。由于新型触控与显示技术应用层出不

穷，整个产业包括核心材料、重点设备和关键工艺更新迭代加速，导致同质、重复的中低端产品

市场价格有所下滑，而高品质、高性能的超薄玻璃基板需求稳中有升。 

2020 年，国内光伏产业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在光伏装机增速叠加双玻组件替代的双重拉动下，

光伏玻璃迎来新发展机遇期。中国已将以太阳能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作为未来低碳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中国光伏产业历经多年规模化发展，从制造端到应用端，产业规模实现翻倍式增长。根

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的统计数据，2020 年国内新增光伏并网装机容量 48.2GW，同比上升 60.1%。

累计光伏并网装机容量达到 253GW，新增和累计装机容量均为全球第一。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5,604,575,811.17 5,241,039,877.95 6.94 4,504,181,920.36 

营业收入 3,045,614,913.68 1,854,842,208.09 64.20 1,402,748,187.7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327,361,858.49 53,999,883.71 506.23 15,645,310.4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02,894,302.07 11,804,391.65 2,465.95 -21,745,281.4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626,578,221.81 1,299,216,365.32 25.20 1,245,216,484.61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54,080,797.78 22,491,988.77 1,474.25 -80,220,923.1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5930 0.0965 514.51 0.028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5930 0.0965 514.51 0.0280 

加权平均净资 22.38 4.24 增加18.14个百 1.22 



产收益率（%） 分点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403,689,173.77 554,045,184.88 736,522,474.98 1,351,358,08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073,119.02 13,071,582.41 65,866,697.69 245,350,459.3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187,441.61 6,896,755.14 63,573,367.44 232,236,737.88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7,488,584.74 9,827,472.10 -22,248,398.59 403,990,309.01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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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5,397（其中 A 股 35,354

户，H股 43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3,747( 其 中 A 股

43,709 户，H股 38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HKSCC NOMINEES 

LIMITED 

866,000 247,754,699 45.17 0 未

知 

  境外法

人 

中国洛阳浮法玻璃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419,006 111,195,912 20.27 6,177,670 质

押 

55,597,956 国有法

人 

中建材蚌埠玻璃工

业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503,471 70,290,049 12.81 1,290,049 无   国有法

人 

凯盛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0 6,170,699 1.12 6,170,699 无   国有法

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4,035,685 4,035,685 0.74 0 未   境内非



有限公司－交银施

罗德先进制造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知 国有法

人 

安徽华光光电材料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357,108 3,477,327 0.63 3,477,327 无   国有法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557,493 1,873,556 0.34 0 未

知 

  境外法

人 

合肥高新建设投资

集团公司 

-425,702 1,853,300 0.34 0 无   国有法

人 

宜兴环保科技创新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0 1,542,674 0.28 1,542,674 无   国有法

人 

王贺军 1,513,400 1,513,400 0.28 0 未

知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 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中

建材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安徽华光光电材料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它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也

未知其它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3,045,614,913.68 元，同比增加 1,190,772,705.59

元；实现营业利润为人民币 461,918,784.89 元，同比增利 391,530,225.26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327,361,858.49 元，同比增利 273,361,974.78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基本每股收益为人民币 0.5930元。资产负债率为 67.97%，较 2019年下降 5.05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在公司董事会领导下，各级经营班子积极团结带领公司广大干部员工，坚决贯彻

“六稳”“六保”决策部署，深入落实“三稳四保一加强”具体要求，在全力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基础上，深入开展提质增效专项行动和对标一流管理提升行动，坚定推进项目建设全面提速，抢

抓新机遇，谋划新布局，圆满实现了产销量及经营业绩的快速增长。 

1、抢抓市场新机遇，谋划新布局 

2020年下半年，光伏行业呈现爆发式增长趋势。公司适时启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



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 20亿元，主要用于投资建设 2 个太阳能装备用光伏电池封装材料项目。同时，

与秦皇岛北方玻璃有限公司、凯盛晶华玻璃有限公司股东达成了合作框架协议，为后续收购两公

司奠定了基础。这些项目的实施，将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把握新能源行业发展新机遇，做强做优做

大光伏玻璃业务，进而获取长期市场优势及核心竞争力。 

2、坚定推进项目建设，夯实主营业务根基 

濮阳超白光热材料项目生产线于 2020年 5月 28日点火投产，已连续稳定生产出 1.3mm～12mm

不同规格产品，顺利实现了当年投产当年见效。 

合肥新能源年产 1100 万㎡太阳能背板玻璃深加工项目、桐城新能源年产 1000万㎡太阳能玻

璃深加工生产线项目及宜兴新能源年产 1140万㎡光伏玻璃深加工项目相继建成并投入生产，公司

双玻组件用 2.0mm光伏玻璃产量大幅度提升，占比达到 70％以上。年度公司光伏玻璃业务实现量

价双位数增长。 

龙海玻璃技术创新取得新突破，先后研发生产出 1.1mm、0.7mm系列大尺寸规格产品；产品质

量稳步提升，不断满足下游客户需求。 

3、深入推进三精管理，整体竞争力不断提升 

一是落实经营精益化提高盈利能力。坚持“价本利”经营理念，实施“提质量、稳价格、保

增量、做压减、调结构、降成本” 的经营措施，全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加 67.30%，毛利

率同比增长 7.01 个百分点。2020 年，公司组织开展“提质再出发”活动，制定实施“攻山头”

活动方案；落实“一把手抓经营”，加强市场的整体谋划，全力稳价拓量，维护生产链运行稳定；

抢抓市场机遇，积极拓展光伏玻璃海外市场。 

二是落实管理精细化提高管理效能。深入开展“规章制度落实年”工作，以制度的刚性约束

力落实长效驱动力，抓紧抓好制度“废改立”工作；公司总部围绕对标一流、提质增效，坚持问

题导向，固根基、补短板、强弱项。各子公司强化数字化管理，聚焦关键生产经营指标，狠抓成

本费用节约措施，降本增效明显。以信息化智能化为引领，提升生产企业运行效率，蚌埠中显荣

获 2020年度蚌埠市智能工厂认定，龙海玻璃智慧工厂项目 5大平台正式运行，宜兴新能源通过流

程再造提升业务处理效率。 

三是落实组织精健化激发活力动能。公司制定下发了《管理岗位及重要操作岗位竞聘管理制

度》，率先对总部中层管理人员重新进行聘任。持续推进精简精干，打造高效组织体系，进一步建

立完善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三能"管理机制。 

4、加大环保力度，推进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深入开展“责任蓝天行动计划”，加大环保投入，进一步降低氮氧化物、二氧化硫、二氧化碳、

挥发性有机物等排放，提高资源循环利用和协同处置能力。蚌埠中显《玻璃窑炉烟气除尘脱硫脱

硝项目》、合肥新能源《错峰储能及 VOCs治理项目》、龙海玻璃《超低排放改造工程项目》等环保

设施陆续建成完工并投入正常运行。2020 年度，公司累计投入节能减排资金约 4398 万元，节能

减排效果提升。电子玻璃、光伏玻璃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同比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