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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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无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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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普照明 603515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刘斯 

电话 021-38550000（转6720）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1799号万象城V3栋 

电子信箱 Public@opp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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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3,478,894.67 7,333,445,311.85 -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4,559,710,475.78 4,337,272,762.68 5.13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11,836,946.45 37,672,330.07 462.31 

营业收入 3,778,274,100.98 3,527,663,830.91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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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04,773,096.00 357,928,865.23 13.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57,225,456.41 252,704,987.73 1.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8.74 9.36 减少0.6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3 0.47 12.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3 0.47 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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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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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市欧普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6.06 348,214,286 348,214,286 质押 27,103,400 

马秀慧 
境内自

然人 
18.67 141,142,856 141,142,856 无 0 

王耀海 
境内自

然人 
18.07 136,614,994 136,614,994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2.51 18,975,439 0 无 0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其他 0.79 6,002,313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其他 0.70 5,320,721 0 无 0 

绍兴世合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68 5,135,779 0 无 5,135,700 

南通恺明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57 4,322,100 0 无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金鹰增长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9 3,700,015 0 无 0 

中国银行－易方达积极成

长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5 3,398,631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山欧普、王耀海先生、马秀慧女士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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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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7.78 亿元，同比增长 7.10%；实现利润总额 4.99 亿元，

同比增长 14.7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5 亿元，同比增长 13.09%。报告期内主

要工作及经营情况如下： 

3.1.1 照明板块  

（1）家居业务 

多年来，公司凭借强大的营销团队和渠道网络资源，建立了立体式、多元化的渠道结构。一

方面，公司持续加强渠道布局，在全国各城市级别市场建立了超过 3,500 家零售专卖店、120,000

家五金网点，及多平台的线上渠道，并持续向三四线城市及乡镇市场下沉，实现更为广泛的渠道

覆盖；另一方面，公司不断升级、打造终端门店标准化的运营体系、定制化的方案服务能力，为

消费者提供更为专业、个性化的购灯体验。 

①零售渠道 

在零售渠道，随着消费者购买渠道的多元化，公司不断夯实线下专业服务能力，提升渠道效

率，并积极探索新的营销模式，持续推动渠道变革转型。 

专业赋能，提高门店服务能力：通过组织灯光设计赋能培训营，对门店销售人员进行灯光知

识、方案设计、方案展示等方面的培训，为消费者规划健康、舒适的光环境，提供整体家居灯光

解决服务方案。截止至 2019 年 6 月底，照明方案设计培训已覆盖超过 10%的终端门店。并且，

在部分试点门店，通过销售人员提供灯光设计服务方案后，平均成交率及客单价得到有效提升。 

渠道转型，提升主动营销能力：推进经销商与门店团队营销转型，通过立体化的引流模式，

如：楼盘深耕、家装公司、拎包平台、微信营销、电视购物等，与消费者进行更直接、有效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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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另外，公司在终端打造了融合光谱、结构、材质、光电等专业技术教育、智能家居体验、全

系列风格灯具陈列等功能于一体的店铺体验空间，通过专业、舒适的光环境，向消费者展示欧普

照明在灯光领域的专业理解和研究。 

②流通渠道 

2019 年上半年，公司持续推进渠道下沉，提升优质网点比例。通过推出极致性价比的产品组

合、投放针对性的终端陈列物料、以及强化管理客户代表的销售行为，实现了乡镇网点的有效覆

盖及优质网点占比的提升。 截止至 2019 年上半年，乡镇网点覆盖率超过 50%以上。  

③线上渠道 

电商平台始终围绕多平台、多品类的战略布局，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家庭硬装购物体验。一

方面，公司逐步布局精选类及社交类电商平台，多渠道获取消费者流量。另一方面，公司根据不

同消费层级的需求，持续打造更为全面、优质的产品梯队；并推出了智联、便捷的智能化产品套

系，满足线上年轻客群的消费需求。 

同时，公司通过有节奏、有针对性的市场资源投放，持续获得精准流量。2019 年上半年，电

商平台通过创新线上推广方式，如：网络直播，在“618”年中大促期间夺得天猫平台“直播狂欢

日”生活好物榜 TOP1，进一步体现公司在粉丝维护、平台运维、流量获取等方面的综合竞争实

力。 

（2）商用业务 

公司商用照明始终聚焦于应用端的研究及产品力的打造，不断提升在行业应用、智能化解决

方案、专业照明设计等方面的综合服务能力。 

① 深耕应用场景，推出以行业为驱动的解决方案 

凭借多年来在各行业的灯光方案经验积累，公司与中国装饰协会建筑电气分会共同编制建筑

装饰装修室内空间照明设计应用标准，针对住宅、酒店、办公、零售、展陈、文化、工业、学校、

医院等多项细分场景提出不同空间的照明设计应用要求，进一步引领装饰设计师和照明设计师运

用科学、合理的设计手段和照明材料，打造健康、安全、绿色、舒适的室内照明环境。 

② 搭建产品平台化，为客户提供更为高效的服务体验 

公司逐步搭建商用照明基础类、专业类产品平台，通过整合底层技术及推进模块的标准化，

实现产品物料的通用性，以更好地满足自动化生产需求，提升供应链交付能力，为客户提供更为

高效的服务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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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持续推出多项智能化照明控制解决方案 

基于各细分行业，公司持续推出多项智能化照明控制解决方案。 例如：在地产领域，公司于

2019 年上半年推出了欧普全宅智能家居控制系统，该系统可根据房屋面积、房屋结构、房间数量、

家庭成员等灵活配置，实现全屋 WIFI 覆盖、家电及多媒体管理、灯光场景切换、家庭环境监控

等智能远程控制，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家居智能解决方案；在市政交通领域，公司为北京地铁新机

场线打造了符合人体生理节律的节律光照明环境，并可通过智控系统实现分时段、分场景的集中

控制及监控，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员管理成本和运营能耗；在办公领域，公司推出的智能照明控

制系统可通过欧普专利四合一多功能传感器，实现人体与日光的感应，实时调整区域内的照明亮

度，实现办公区域舒适、节能的光环境。 

④分享专业照明设计理念，持续建立在设计院、设计师群体中的品牌影响力 

2019 年上半年，公司连续第七年携手“祝融奖”中国照明应用设计大赛，与多位室内设计大

师共同挖掘用户需求，探讨灯光设计对于室内空间的意义，并输出一系列模拟灯光解决方案，全

面彰显了公司在灯光设计领域的专业引领作用。同时，公司相继受邀出席 2019 交通建筑照明论坛、

北京照明学会四十周年庆典、以及全国建筑电气技术交流大会，分享在市政交通、新零售商业空

间以及智能控制等领域的灯光设计理念，进一步增强欧普商用照明在设计院、设计师群体中的品

牌影响力。 

（3）海外业务 

在海外市场，公司不断深化本地化运营，持续建设适应当地市场环境及用户需求的营销网络、

产品能力、品牌形象及人力资源。2019 年上半年，凭借专业的照明解决方案及本土化服务能力，

公司为众多知名品牌和标志性建筑提供整体照明产品解决方案，例如：为荷兰 Kropman 集团办公

空间、意大利那不勒斯体育场馆、沙特麦地那大学、印度亚马逊仓库、印尼泗水华为展厅、泰国

Vivo 体验专卖店等提供优质的商用照明环境，逐步建立欧普照明在海外市场的专业化优势及品牌

影响力。 

3.1.2 家庭硬装（非照明）板块      

（1）电工转换器业务 

2019 年上半年，公司不断完善开关、排插、断路器三大品类的产品线，根据不同渠道特征，

打造差异化的产品系列和产品组合，并进一步带动照明产品的销售，提升终端网点的盈利能力。

另外，公司在苏州吴江工厂建立排插自制产能，于 2019 年上半年成功上市新国标排插产品线，累

计布局专利十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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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集成整装业务 

集成整装业务凭借丰富的配套产品系列（如：集成墙面、集成吊顶、地板、晾衣架、百变墙

柜、背景墙等），重点聚焦于室内局部空间的设计及改造。在家用市场，以客餐厅、阳台空间为切

入点，为消费者提供含收纳、照明、晾晒等多功能的空间解决服务方案；在商用市场，以酒店行

业为突破口，进行全屋顶墙的快速安装换新。2019 年上半年，公司为华住集团旗下超过 20 家酒

店提供集成墙板产品。 

3.1.3 品牌建设 

上半年，公司持续通过一系列线上线下品牌市场活动、以及与各大国际展会的深度合作，向

市场和用户传递 “超越所见 See Beyond”的品牌标语及“生命力、自在、创新”的品牌理念，进

一步展现欧普在引领行业发展、创造行业价值，不断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渠道创新，为消

费者打造舒适、自在光环境的品牌追求。另外，公司于 2019 年 7 月正式成为 2020 年迪拜世博会

中国馆官方合作伙伴及指定照明解决方案提供商，将通过专业智能化的场景解决方案，向全球消

费者展现中国智造实力及光的研究运用给人们带来的美好生活体验。 

3.1.4 技术创新 

公司秉持“以人为本”的照明应用理念，围绕健康照明，探究光谱对于生活、学习、睡眠等

方面的影响，并陆续推出多项针对不同人群、不同功能的专利光谱。 

（1）真彩光 

公司自主研发的真彩光具备高显色性，还原了最接近大自然色彩的光谱，更贴近人体生理节

律，护眼助睡眠，为消费者创建健康、舒适的光环境。 

（2）专注光 

针对儿童视觉系统特征，公司与浙江大学联合研发适宜高效读写使用的专注光谱，通过调整

特定光谱的能量，提升青少年学习的专注度及阅读质量。 

在智能家居领域：近期公司联手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实验室共同发布《SIG MESH 智能家居照

明白皮书》， 全方位探讨了蓝牙 SIG Mesh 智能照明解决方案，旨在统一蓝牙 SIG MESH 接入各

大物联网平台的标准，降低智能控制应用成本，进一步推进更加便捷的蓝牙连接方式，并以开放、

合作、协作的态度展开物联网产品和技术的开发。2019 年上半年，在新推出的中高端智能读写台

灯中，公司将智能调光算法、智能控制芯片、智能传感器嵌入台灯产品中，使其增加自动调光、

远程控制、智能学习提醒等特色功能模式，为用户打造明亮、立体、智能的读写光环境。 

在智慧城市领域：公司积极拓展基于多功能灯杆的多场景应用，并探索与 5G 业务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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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上半年，公司联合国内 5G 运营商在苏州、常州等地落地多个 NB-IOT 的路灯智能化项目，

实现了对每盏路灯的点对点调光、故障报警、自动派单、运营管理数字化等功能。同时，公司自

主研发的智慧城市系列化系统（如：智云-户外智慧照明管理平台、智元-智慧园区管理平台）在

用户界面及交互、新功能等方面快速迭代升级，日臻完善。 

另外，2019 年上半年，公司作为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植物馆战略合作伙伴，基于植物馆的情

景及功能照明需求，自主研发了 LED 光束灯、洗墙灯、根须灯等定制化灯具，并在光学设计、光

学系统等方面实现了技术性突破，全方位展示了公司在智能控制、光学解决方案、特殊场景照明

定制能力等领域的综合研发实力。  

3.1.5 智能制造 

2019 年上半年，公司整合了仓储管理、物流运输、物流计费的信息化管理系统，打通了从订

单、生产、仓储、配货、运输到交付的全供应链信息流。该系统可支持国内外多元化的渠道业务

布局，全面提升在流程配置、仓储物流、自动化仓储设备、智能化运输监控等方面的管理能力，

进一步建立统一、规范、集约化的仓储物流和信息管理平台，实现订单履行的高效率及高透明度。  

另外，公司进一步推进智能化制造进程，上半年注塑车间完成了集中供料、收料环节自动化

系统的导入，进一步提升人效，降低能耗，实现了从原材料到注塑件成品全流程的精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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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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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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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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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

议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 150,000,000.00 元；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增加 150,00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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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2）银行理财分类为“交易性金融

资产”并按公允价值计量 

第三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

议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 3,482,051,287.34 元；

其他流动资产：减少 3,482,051,287.34 元；交

易性金融资产：增加 39,737,784.38 元；年初

未分配利润：增加 39,737,784.38 元 

（3）因报表项目名称变更，将“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负债）”重分类至

“交易性金融资产（负债）” 

第三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

议 

交易性金融负债：增加 1,290,437.12 元；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负债：减少 1,290,437.12 元 

（4）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

收账款”拆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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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

议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

据”和“应收账款”，“应收票据”本期金

额 466,828 元，上期金额 983,419 元；“应收

账款”本期金额 481,786,353.33 元，上期金

额 610,731,9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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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8,743.10 元，上

期金额 167,482,773.56 元；“应付账款”本

期 金 额 985,546,646.72 元 ， 上 期 金 额

1,202,636,479.17 元。 

（5）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

项目，将原“管理费用”中的研发费

用重分类至“研发费用”单独列示；

在利润表中新增“信用减值损失”，

将原“资产减值损失”中的应收账

款和其他应收款的坏账重分类至

“信用减值损失”并和“资产减值

损失”调整至利润总额的增加项；在

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其中：

“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项目。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第三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

议 

“管理费用”拆分出“研发费用”，“研发

费用”本期金额 127,437,390.55 元；上期金

额 98,271,573.36 元；新增“信用减值损失”，

本期金额 5,804,919.05 元；“资产减值损失”

本 期 金 额 22,004,557.42 元，上期金额

18,545,522.30 元；新增“利息费用”和“利

息收入”，其中“利息费用”本期金额

3,295,507.97 元；上期金额 1,224,400.91 元；

“利息收入”本期金额 1,467,418.84 元，上

期金额 379,374.44 元。 

其他说明： 无 

 

3.2.2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开始适用

的时点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

金额) 

为促进公司加快技术改造，提升

研发能力，促进技术创新，降低

经营风险，进一步稳健反映经营

效益。 

公司根据生产设备的使用属性，

划分为重型通用设备、工艺通用

设备以及专用设备，其中重型通

用设备的折旧年限为 10 年，工艺

通用设备折旧年限为 5 年，专用

第三届董

事会第五

次会议 

2019 年 4

月 1 日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

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

关规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

适用法处理，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数

据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 2018

年度及以前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产生影响，对公司 2019 年度的

财务报表将产生影响。经测算，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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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的折旧年限为 3 年，根据重

新梳理后的固定使用属性划分，

部分原折旧年限为 10 年的缩短

为 5 年或 3 年，部分原折旧年限

为 5 年的缩短为 3 年。 

公司截止 2019 年 3 月 31 日的固定资

产余额，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预计将增

加公司 2019 年度固定资产折旧金额

同时减少利润合计人民币4,690.03万

元，以后年度逐年降低，对公司损益

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其他说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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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