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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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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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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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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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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光学 600071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炜 吴明芳 

电话 0793-8259547 0793-8259547 

办公地址 江西省上饶市凤凰西大道197号 江西省上饶市凤凰西大道197号 

电子信箱 wangwei@phenixoptics.com.cn mingfangw@phenixoptics.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194,125,774.29 992,490,016.66 2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87,711,913.39 416,306,836.71 89.21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18,067,403.75 -4,954,159.26 464.69 



 

 

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321,629,748.98 363,052,083.99 -11.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0,479,957.19 -2,991,160.24 -58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0,678,260.36 -5,102,498.36 -305.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32 -0.71 减少3.6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837 -0.0126 -56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837 -0.0126 -564.29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3,53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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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凤凰光学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33.28 93,712,694 0 无 0 

中电海康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3.88 39,077,954 38,588,754 无 0 

高华－汇丰－GOLDMAN, 

SACHS & CO.LLC 

未知 2.66 7,499,800 0 未知 0 

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14 6,012,480 5,512,679 无 0 

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客

户资金 

未知 1.31 3,700,200 0 未知 0 

北京鼎汇科技有限公司 未知 1.02 2,873,751 0 未知 0 

徐铭 未知 0.90 2,539,000 0 未知 0 

邱爰玲 未知 0.82 2,317,651 0 未知 0 

北京泰鼎盛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未知 0.80 2,254,584 0 未知 0 

上海大东海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未知 0.69 1,949,090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至报告期末，在上述股东中，凤凰光学控股有限

公司与中电海康集团有限公司、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之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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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速整体下滑和贸易摩擦再次升级，中国经济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和

不确定性，光学加工市场竞争加剧，行业整体承压，产业链集中度不断提升。公司全力推进产线

管理优化，着力优化管理体系、资产结构、人员结构，激发和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光学镜头、

精密加工和显微镜业务同比出现增长。受锂电芯产品结构发生变化和光学镜片订单不足影响，公

司实现销售收入 3.22 亿元，同比下降 11.41%；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亏损 2048 万元，同比下降

584.68%。 

报告期内，公司聚焦光学主业，在产业链垂直一体化布局、在研发、信息化与自动化改善等

方面积极努力，夯实企业发展基础。 

1、聚焦光学主业，进一步强化企业核心能力 

光学镜头业务是凤凰光学产业转型的战略主攻方向，上半年 ODM 镜头业务持续成长，中高端

镜头项目持续投入，光学镜头收入同比增长 34.62%；公司加大研发投入和新业务拓展，研发支出

投入共计 1563.35 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 4.86 %，同比增长 65.11%，成功开发高端变焦镜头，

在安防监控、车载镜头、消费类电子产品全面布局，研发试作检测一体化公共服务平台项目、绿

色制造、工程研究中心等项目成功申报。 

2、推进重点项目实施 

2019 年 6月 11 日，公司在中登公司完成了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4,101,433 股股份登记

工作，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3.89 亿元，募集资金投入车用高端光学镜片智能制造项目、

高端光学镜头智能制造项目。报告期内，募投项目有序推进，随着项目实施促进产品升级，产品

整体毛利率提高，公司的长期盈利能力有望提升。 

3、持续致力于自动化提升改造，深入推进信息化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启动自动化中心建设，开展智能制造规划和推进工作，积极发挥大数据分析，

强化成本核算。 

4、持续推进企业管理全面优化，提高运营效率 

本着精干高效、流程简化、业务流和信息流顺畅等原则，按照公司管控平台的职能定位，公

司简化组织结构，调整和完善市场中心、研发中心、资源管理中心功能，提升组织运行效率。同



 

 

时，不断完善内控机制和更新管理制度，积极推进企业管理体系建设，重点推进公司 VI 体系、薪

酬体系和制度体系的建设。 

下半年，公司将紧紧围绕公司战略和经营方针，加大市场开拓，加强成本费用管控，提质增

效攻坚。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除某些特定情形外，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

进行追溯调整，将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 2019 年 1月 1 日）的新账

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2,625,365.89 元，计入 2019 年年初留存收益。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