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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89           证券简称：中光学         公告编号：2019-049 

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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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光学 股票代码 002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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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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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李宗杰 张东阳 

办公地址 河南省南阳市工业南路 508 号 河南省南阳市工业南路 508 号 

电话 0377-63865031 0377-63865031 

电子信箱 lizj@hn508.com.cn zdy@lida-o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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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123,228,500.36 485,231,761.30 946,810,720.53 18.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55,306,593.85 22,418,486.88 30,705,071.80 8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2,395,073.97 21,003,441.36 20,753,727.44 152.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67,857,068.39 40,196,335.59 92,616,525.49 -26.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11 0.13 69.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11 0.13 69.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2% 3.97% 3.77% 0.5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944,808,443.30 
2,598,826,206.

75 

2,598,826,206.

75 
1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1,304,390,303.31 923,756,706.99 923,756,706.99 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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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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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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44.29% 116,212,503 38,522,488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61% 6,844,351 0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8% 6,514,657 6,514,65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08% 5,457,900 0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4% 3,784,210 0   

南阳市金坤光电仪器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43% 3,760,848 0   

付卫平 
境内自然

人 
1.30% 3,421,931 0   

上海超影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观元一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7% 3,328,428 3,257,328   

肖连栋 
境内自然

人 
1.24% 3,257,328 3,257,328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

任公司－分红－个人

分红-019L-FH002 深 

其他 1.14% 2,996,742 2,996,74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为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两者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它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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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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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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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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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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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及中美贸易战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影

响下，公司紧跟光电产业技术和产品发展大势，坚持新发展理念，继续以高质

量高效益高效率高品牌为目标，聚力推进稳增长、优创新、促改革、强党建、

实整合、升管理工作，稳步提升核心竞争力，公司生产经营实现稳健发展，盈

利能力持续增强。  

（一）聚焦调结构稳增长，产业发展质量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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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月份，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11.23 亿元，同比增长 18.63%，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30.66 万元，同比增长 80.12%，实现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额 6,785.71 万元，同比下降 26.73%，主要经营指标保持增长，盈利能力持续

增强。上半年，安防监控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相继中标多个国内边海防项目；

投影机优化整合规范供应商管理，着力培育注塑等本地化供应链，出货量同比

增加 10.4%；光学元件和镜头向部件和模组方向持续优化升级，棱镜新兴产品在

手机领域形成先发优势，光学薄膜规模效益凸显。各业务板块不断加大产品和

市场结构调整，产业发展质量进一步提升。 

（二）聚焦全面深化改革，深入激发活力潜力。 

2019 年 4 月 29 日，首期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股权激励计划正式落地

实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成功募集配套资金，2019 年 6 月 26 日公司完成工

商变更。按照资产重组后法人治理结构，成立了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审计、

提名、薪酬与考核三个董事会专委会顺利换届。 

（三）重点突出创新驱动，持续培育科技创新能力。 

持续加强创新驱动，上半年完成科技投入 7002 万元，投入占比 6.23%，科

研项目计划完成率 84.8%。公司“提高边海防系统的稳定性”QC 成果获得 2019

年度兵器行业优秀质量管理小组一等奖。上半年专利申请获得受理 19 件，其中

发明专利 5 件，申请软件著作权登记 4 件，获得兵器装备集团公司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 。 

（四）聚焦管理提升，构建高效现代管理体系。 

聚焦管理质量提升主题，成功引进从事结构设计、软硬件开发等高层次专

业人才，有力支撑了投影机的设计与开发。新增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2 名。完

成新版军品质量管理体系内部审核，持续推进年度质量改进计划。完成精益改

善项目 24 项，系统化推进 CSPS3.0 精益管理工作。加强企业经济运行的财务管

理与风险控制，降两金，降杠杆，对重要风险进行日常监控分析，完成内部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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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项目 13 项。 

（五）聚焦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工作的深度融合。 

2019 上半年，公司聚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贯彻落实，

持续推进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突出政治建设，优化

组织建设，打造干部人才队伍，强化执纪监督，持续转变作风，构建和谐企业。

坚持党建融入中心服务企业发展，持续推进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工作的深度融

合，为公司完成下半年任务和战略目标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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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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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

对于首次执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

要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修订后的准则要

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本公司将因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

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 

（2）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

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执行上述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资产负债表中非交易性的可供出售权益工

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增加6,535,218.61元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6,535,218.61元 

（2）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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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列示；“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列

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应收账款”，“应收票据”本期金额

56,709,594.15元，上期金额97,267,737.57元；

“应收账款”本期金额803,229,949.33元，上期

金额902,403,962.29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

“应付账款”，“应付票据”本期金额

300,520,357.31元，上期金额350,068,777.51

元；“应付账款”本期金额685,583,733.92元，

上期金额608,770,251.2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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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 2019 年 3 月 25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为优化组织架构和适应未来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以母公司与光学元件和光学组

件相关的经营性资产和负债打包，并以打包的净资产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南阳

利达光电有限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增加该全资子公司。 

 

 

 

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志亮 

2019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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