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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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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366,076,905.74 9,765,441,975.38 -24.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7,201,086.07 140,828,088.88 -45.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0,080,032.08 119,282,196.20 -66.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67,017,482.70 616,815,283.03 121.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86 0.0523 -45.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86 0.0519 -44.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3% 1.48%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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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05,590,441.76 34,227,062,253.61 -7.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529,612,836.09 7,457,453,687.35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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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0,888.03 主要系出售设备的处置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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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87,850.43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各项政府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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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275.5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097,170.6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37,845.93  

减：所得税影响额 3,154,388.6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37,036.92  

合计 37,121,053.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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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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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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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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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110,428,379 

裕高（中国）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55% 284,251,960  质押 229,403,955 

南昌市国金工业

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04% 162,772,028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2.13% 57,41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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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32,101,351    

蔡荣军 境内自然人 0.79% 21,259,162 15,944,371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6% 12,333,96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银

华中证 5G 通信

主题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30% 8,092,928    

上海道铭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0% 5,464,900    

杭宝年 境内自然人 0.17% 4,558,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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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10,940 人民币普通股 57,41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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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01,351 人民币普通股 32,10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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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 8,092,928 人民币普通股 8,092,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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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证 5G 通信主题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道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464,900 人民币普通股 5,464,900 

蔡荣军 5,314,791 人民币普通股 5,314,791 

杭宝年 4,558,116 人民币普通股 4,558,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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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宝年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人民币普通股 274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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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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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余额/本期金

额 

年初余额/同期
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说明 

使用权资产 885,966,396.53 - 885,966,396.53 - 
主要因2021年1月1日起实行新租赁

准则，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开发支出 58,365,706.94 116,725,420.92 -58,359,713.98 -50.00% 
主要系本期开发项目转无形资产核

算； 

交易性金融负债 204,398.64 1,346,607.62 -1,142,208.98 -84.82% 
主要系本期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值

变动所致； 

应付账款 4,093,071,125.58 7,093,567,187.09 -3,000,496,061.51 -42.30% 主要系收入减少相应采购额减少； 

其他应付款 398,962,181.24 105,915,222.00 293,046,959.24 276.68% 
主要系本期收到闻泰收购意向金3亿

元； 

租赁负债 767,287,769.74 - 767,287,769.74 - 
主要因2021年1月1日起实行新租赁

准则，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预计负债 13,562,692.00 9,920,094.19 3,642,597.81 36.72% 
主要系本期预提产品质量保证金增

加所致； 

营业收入 7,366,076,905.74 9,765,441,975.38 -2,399,365,069.64 -24.57% 

因半导体芯片短缺导致终端客户出

货量下滑，及特定客户终止订单影

响，本期收入有所下降； 

税金及附加 72,969,423.31 30,577,773.19 42,391,650.12 138.64% 
主要系本期计提免抵税额相应的附

加税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140,076.63 6,160,548.93 -5,020,472.30 -81.49% 
主要系本期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值

变动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34,811,213.25 6,666,690.44 -41,477,903.69 -622.17% 主要系本期计提各项资产减值； 

资产处置收益 2,517,543.94 4,114.97 2,513,428.97 61080.13% 主要系本期出售设备所致； 

营业外收入 5,948,496.90 260,207.08 5,688,289.82 2186.06% 
主要系本期清理无需支付的往来款

项所致； 

营业外支出 2,444,568.71 20,746,294.37 -18,301,725.66 -88.22% 
主要系上年同期针对新型冠状病毒

疫情支出所发生的捐赠支出所致； 

所得税费用 -17,309,030.85 2,446,800.94 -19,755,831.79 -807.41% 主要系本期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367,017,482.70 616,815,283.03 750,202,199.67 121.63% 

主要系本期收入减少相应采购额减

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1,738,319.02 -556,085,775.16 627,824,094.18 -112.90% 

主要系本期收到闻泰收购意向金、同

时长期资产投资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44,021,057.95 527,200,893.88 -1,071,221,951.83 -203.19% 

主要系本期取得借款减少，同时偿还

融资租赁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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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子公司股权及资产的进展 

（1）公司于2021年1月26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价异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1），公司拟筹划出售相关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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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部或部分资产，上述相关子公司范围不超过：广州得尔塔影像技术有限公司、江西慧光微电子有限公司、江西展耀微电

子有限公司和江西晶润光学有限公司。公司本次交易的具体交易标的范围（资产或股权）、交易对象、交易方式及交易价格

尚在论证中，无任何实质性进展。预计本次交易不会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涉

及关联交易，该事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详细内容请参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2）公司于2021年2月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收购意向协议>的议

案》，参与该议案表决的董事9人，审议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独立董事对此次签订意向协议事项发表了独立

意见。公司拟于2021年2月7日与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闻泰科技”）在上海市签署《收购意向协议》，公司拟将

公司所拥有的与向境外特定客户供应摄像头的相关业务资产，具体包括公司持有的广州得尔塔影像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州得尔塔”）100%的股权和公司及其控股公司在中国及境外所拥有的（除广州得尔塔外的）与向境外特定客户供应摄像

头相关业务的经营性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包括生产设备、研发设备、测试设备等）、无形资产（包括但不限于专利、技术

资料、技术秘密、图纸、制造方法、工艺流程、配方等）、存货等）转让（或出售）给闻泰科技。 

（3）公司于2021年3月17日披露《关于特定客户业务发生重大变化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6），公司于近日收到

境外特定客户（以下简称“特定客户”）的通知，特定客户计划终止与公司及其子公司的采购关系，后续公司将不再从特定客

户取得现有业务订单。详细内容请参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 

（4）公司于2021年3月25日披露《关于签订<收购意向协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30），公司于3月24日，

收到闻泰科技的《告知函》，内容如下：“本公司注意到，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司”）于2021年3月17日公

告《关于特定客户业务发生重大变化的公告》，称特定客户计划终止与贵司及其子公司的采购关系，后续贵司将不再从特定

客户取得现有业务订单。 

根据贵司与本公司于2021年2月7日签署的《收购意向协议》，本公司拟以现金方式购买贵司拥有的与向特定客户供应摄

像头的相关业务资产。鉴于特定客户业务发生重大变化，根据《收购意向协议》，本公司将与贵司就目标资产的定价原则等

内容进行充分沟通与协商，本次交易的最终价格、资产范围等重要事项的具体安排，将以双方最终签署的正式收购协议内容

为准。 

鉴于本次交易仍存在不确定性，请公司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如目标资产发生其他重大变化，烦请及时告知。” 

详细内容请参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 

（5）公司于2021年3月2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及资产的

议案》，参与该议案表决的董事9人，审议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独立董事对此次出售子公司股权及资产事项

发表了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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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21年3月29日与闻泰科技在广东省深圳市签署《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得

尔塔影像技术有限公司之股权购买协议》，公司拟将持有的广州得尔塔100%的股权以170,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闻泰科技，

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广州得尔塔的股权。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江西晶润光学有限公司于2021年3月29日与闻泰科技在广东省深圳市签署《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江西晶润光学有限公司、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晶润光学有限公司之资产购买协议》，公司控股子公司晶润光

学拟将其持有与向境外特定客户供应摄像头相关业务的经营性资产以72,000万元（含税）的价格出售给闻泰科技。 

（6）公司于2021年4月14日披露《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及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35），2021年4月13日，

公司收到闻泰科技的《告知函》，内容如下：“2021年3月29日，基于双方友好协商，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

司”）与贵司及子公司签署了《关于广州得尔塔影像技术有限公司之股权购买协议》《关于江西晶润光学有限公司之资产购

买协议》，约定我司或指定主体后续拟以现金方式购买广州得尔塔影像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相关经营性资产。 

2021年4月9日，我司与珠海格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出资及股东协议》， 

拟共同出资设立珠海得尔塔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收购广州得尔塔影像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及相关经营性资产的指定

收购主体。具体详见我司于2021年4月13日披露的《关于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后续，珠海得尔塔科技有限公司拟作为本次交易的指定主体，与贵司及子公司进行相关股权及资产的收购交易，并承继

我司与贵司及子公司签署的与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约定之权利义务。” 

（7）公司于2021年4月14日召开的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及资产的议案》。详

细内容请参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8）公司于2021年4月22日披露《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及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38），根据《股权购买

协议》与《资产购买协议》的约定，第一期交易价款的支付条件已于2021年4月14日达成，经公司与闻泰科技商定，第一期

交易价款103,100万元由闻泰科技控股子公司珠海得尔塔科技有限公司全额支付，闻泰科技此前支付的30,000万元收购意向金

不冲抵第一期交易价款，公司退回闻泰科技30,000万元收购意向金，公司已于2021年4月21日收到珠海得尔塔科技有限公司

支付的第一期交易价款103,100万元。详细内容请参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9）公司于2021年4月27日披露《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及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39），根据《股权购买

协议》的约定，第二期交易价款的支付条件已于2021年4月23日达成，公司已于2021年4月26日收到珠海得尔塔支付的第二期

交易价款30,000万元。2021年4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了《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

（反垄断审查决定[2021]222号），决定对闻泰科技收购公司部分业务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从即日起可以实施集中。详细

内容请参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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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出售子公司股权及资产事项 

2021 年 01 月 26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1 年 02 月 08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1 年 03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1 年 03 月 25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1 年 03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1 年 04 月 14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1 年 04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1 年 04 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1 年 04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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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031,748.97  -8,502,499.11    342,529,249.86 

其他权益

工具投资 
自有资金 

可转债 无 
Taechyon 

Robotics 
100 万美元 

成本法计

量 
6,524,900.00      6,571,300.00 

其他债权

投资 
自有资金 

合计  -- 357,556,648.97 0.00 -8,502,499.11 -- -- -- 349,100,549.8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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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05.13 2020 年 11 月 10 日 2021 年 04 月 30 日 11,905.13  8,594.78  3,310.35 0.36% -157.14 

合计 11,905.13 -- -- 11,905.13 -- 8,594.78 -- 3,310.35 0.36% -157.14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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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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诉情况（如适用） 无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如有) 2020 年 09 月 12 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如有) 2020 年 09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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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审议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不是单纯以盈利为目的外汇衍生品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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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

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余额不超过 120,000 万美元或等值人民币且单笔金额不超过 5,000 万美元或等值

人民币，自股东大会审批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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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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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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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