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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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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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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验证，2016年度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5,396,760.74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94,232,169.97 元，本年度

累计未分配利润为-21,164,590.77 元。鉴于公司 2016 年度经营亏损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公

司董事会建议 2016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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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光学 600071 *ST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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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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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793-8250485 0793-8259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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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坚持代加工和自主创品牌的经营模式。报告期内公司业务没有发生变更，主要有光学元

件加工和锂电芯加工。 

1、作为一家传统光学企业，光学元件加工业务为公司主要业务。公司主要从事光学镜片、光

学镜头、金属加工、显微镜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公司光学镜片和光学镜头主要用于照相机、照

相手机、监控器材、车载等方面，金属元件主要用于照相机、投影机、车载等金属件，显微镜主

要用于普教、高教、工业、研究院所等领域。 

光学元件加工已步入成熟阶段，市场竞争激烈。伴随监控设备、智能手机、车载镜头等产业

加速发展与升级，国内光学行业市场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公司正积极加快光学加工主业转型升

级，重点转型安防镜头产业、影像模组产业，在达到一定积累后，继续向智能可穿戴设备、投影

机、运动相机等专业市场转型，实现泛光学领域的多元化发展。 

2、为抵御主业经营风险，公司于 2014 年新增锂电芯生产销售。锂电芯加工业务主要为生产

方型铝壳和软包装电池，锂电芯是锂电池最核心也是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产品主要用于通讯手机、

笔记本、移动电源等领域。 

随着电子产品在各国普及率的提升，消费电子类产品更新换代频率加快，锂电池行业整体呈

稳步增长态势。公司坚持把锂电芯加工业务的应收和库存指标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不断提高资产

质量，并根据锂电池行业的发展情况调整公司的产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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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960,346,452.23 1,087,184,432.26 -11.67 1,074,842,890.06 

营业收入 749,552,198.79 803,232,868.18 -6.68 890,972,342.5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15,396,760.74 19,838,537.28 -681.68 -100,809,919.4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04,770,577.49 -36,175,628.33 -189.62 -106,344,73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390,134,047.31 512,587,750.22 -23.89 492,358,038.55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4,840,610.01 7,283,138.64 -441.07 -48,333,836.30 

基本每股收益（ -0.49 0.0835 -686.83 -0.4245 



 

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49 0.0835 -686.83 -0.4245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5.73 3.95 减少29.68个百

分点 

-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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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912,304.63 172,164,449.65 217,023,429.09 207,452,015.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2,980,323.53 -19,391,357.02 -16,243,640.23 -66,781,439.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3,007,160.93 -44,190,407.34 9,499,156.21 -57,068,311.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471,285.23 -23,616,383.30 -6,406,579.39 10,653,63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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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6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89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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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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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光学控股有限

公司 

0 93,712,694 39.46 0 质押 76,460,000 国有法

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

八组合 

6,749,745 10,749,473 4.53 0 未知   未知 

李新 5,671,441 5,671,441 2.39 0 未知   未知 

钱伟民 3,159,643 3,967,343 1.67 0 未知   未知 

于美艳 80,593 3,825,621 1.61 0 未知   未知 

天治基金－兴业银

行－瑞锐 1号资产

管理计划 

3,006,994 3,006,994 1.27 0 未知   未知 



 

招商证券国际有限

公司－客户资金 

2,640,019 2,899,920 1.22 0 未知   未知 

李想 1,364,143 2,393,228 1.01 0 未知   未知 

何雄 2,250,624 2,250,624 0.95 0 未知   未知 

大连嘉天莉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674,500 2,240,651 0.94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与社会流通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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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前 10名股东中的第 2至 10位为社会流通股股东，本公司

未知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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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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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6 年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凤凰光学完成实际控制人变更后积极谋求转型升

级的加紧布局年。全球光学光电子产业总体呈现出多科技融合、迭代式升级换代加速的趋势，光

器件正向小型化、高可靠性、多功能、模块化和集成化方向发展。公司所处的光学行业正面临经

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报告期内，公司成功摘去 ST 帽，但公司基本面没有发生重大

变化，仍然存在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弱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锂电芯业务通过降存货降应收、开发和维护优质客户的经营策略实现盈利。

而光学业务受主导产品市场需求萎缩、人工成本不断上升的影响，利润空间进一步被压缩。此外，

公司压缩产能、精减人员，拟关闭亏损较大的子公司，计提了部分减值准备和员工离职补偿。受

上述种种因素影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50 亿，同比下降 6.6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亏

损 1.15 亿，同比下降 681.6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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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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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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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2016 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10 户，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与上年度相比发生变化，系公司新设了凤凰光学日本株式会社，纳入合并报

表范围，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3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