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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20                          证券简称：光库科技                          公告编号：2020-010 

珠海光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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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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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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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90,337,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元（含税）。本次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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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库科技 股票代码 30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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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吴炜 梁锡焕 

办公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创新三路

399 号 

广东省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创新三路

399 号 

传真 0756-3898080 0756-3898080 

电话 0756-3898036 0756-3898809 

电子信箱 weiwu@fiber-resources.com christina@fiber-resourc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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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行业概况 

（1）光纤激光器件 

行业发展现状：光纤激光器的核心技术主要是器件制造和单元处理技术，作为光纤激光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光纤激光器

件行业发展与光纤激光器行业紧密相关。激光加工技术作为先进制造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提升工业制造技术水平、带

动产业技术升级换代、加快传统装备制造工业向成套装备产业化、装备产品智能化转变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伴随着全球

激光市场的稳步增长以及我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先进制造业快速发展，作为激光加工设备的核心部件，光纤激光行业将

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 

行业发展趋势：光纤激光器广泛应用于切割、焊接、打标等材料处理，及传感、无人驾驶、激光雷达、科研、医疗等领

域。随着成本降低和性能不断提升，光纤激光器的应用将进一步扩大。随着光纤激光器在工业加工领域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展，

对激光器的功率、光束质量等性能参数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提升输出功率是光纤激光器未来最主要的发展方向，相应光纤激

光器件向高功率方向发展；此外高性能、高可靠性、小型化、集成化，工作温度范围扩宽也是光纤激光器件的重要发展方向。 

（2）光通讯器件   

行业发展现状：光通讯器件作为光网络设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行业发展与光网络设备行业紧密相关，也与通信运营商

的投入、通信产业技术升级、带宽需求等息息相关。随着互联网用户的增加，对网络带宽的需求逐步加大，通信网络升级的

需求也推动通信运营商不断加大资本支出，光通讯器件行业保持稳定增长。 

行业发展趋势：光通讯器件向小型化方向发展，对光通讯器件提出了更高的小型化要求，进一步促进了集成技术的发展。

光通讯器件处于光通讯产业的上游，光通讯器件的先进性、可靠性和经济性会直接影响到光网络设备乃至整个网络系统的技

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因此光网络设备制造商对光通讯器件的性能要求较高。 

2、公司在行业中地位 

公司较早进入光纤激光器件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研发经验和大批优质知名客户，在行业内享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 

在光通讯器件领域，公司专注于高端市场，凭借保偏光纤器件处理技术和高可靠性器件技术，在保偏光无源器件领域也

保持相对领先地位。 

在光学芯片领域，公司于2019年启动对Lumentum及其附属公司位于意大利及其代工厂的LiNbO3（铌酸锂）系列高速调

制器产品线相关资产的收购，拓展并引领电信级LiNbO3（铌酸锂）系列高速光调制器芯片及器件产品市场。 

3、公司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 

公司是专业从事光纤器件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主要产品为光纤激光器件和光通讯器

件，所在行业属于国家鼓励和扶持的光电子器件及其他电子器件制造业。 

公司的主要产品及应用：  

隔离器、合束器、波分复用器、分束/耦合器、光纤光栅、镀金光纤等，主要应用于光纤激光器、光通讯、光纤传感、

激光雷达、无人驾驶等领域。 

SR4/PSM跳线、单模/多模MT-MT、MT-Fiber Array、保偏型光纤阵列、保偏型光纤尾纤、WDM模块、MPO/MTP光纤

连接器等，主要应用于数据中心、云计算、5G产业链等领域。 

波长快速扫描激光器模块、可调滤波器、光纤光栅解调仪，广泛应用于光通讯器件测量、石油化工、电力、桥梁隧道监

测和矿山安全及铁路监测等安全领域。 

4、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内容主要包括光学材料和机械件，其中光学材料主要为光纤及各类光学元件（主要包括晶体、法拉第片、滤波

片等）。采购模式主要包括批量采购、定量采购即物料需求计划采购及零星采购等方式。 



珠海光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生产及物料控制部门每月初根据前3-12个月材料消耗情况制定材料的库存目标，对于连续发生使用超过3个月的原材料，

实行安全库存制度进行批量采购；对于连续发生使用不超过3个月的原材料，公司根据生产计划、手持订单及库存量，确定

采购计划，即按照生产进度需求进行采购。 

（2）生产模式 

公司产品以定制型、小批量为主，因此公司主要采取“订单式生产”的模式；对于部分通用型器件，则采取“以销定产、

保持合理库存”的模式。产品全部由公司自主设计、研发和生产。公司产品的生产周期较短，根据产品规格及原材料备货情

况不同，平均生产周期为1-2个月。 

对于订单式生产产品，由于不同的用户对产品的配置、性能、参数等要求一般有其特殊性，在客户提交订单前，先提出

定制要求，公司进行合同评审，销售部门根据评审结果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合同生效后，公司工程部根据客户的定制要求

进行个性化、专业化设计并生成物料清单，生产部安排生产。 

对于部分通用型产品，由生产及物料控制部门根据实际销售情况，结合生产能力，制定月度生产计划，再由生产部编制

相应的物料需求计划并组织安排生产。 

（3）销售模式 

公司销售整体采用“直销为主、少量经销”模式，国内市场全部采用直销模式，国外市场销售采用“直销为主，少量经销”

的模式，与经销商均已签署经销协议。 

公司销售部门负责制定公司销售计划，开发新客户、维护老客户及取得订单。当客户发生采购需求时，公司销售部人员

及时反馈给公司研发、工程、生产、采购等各部门，进行技术可行性评估和经济可行性评估，评估通过后编制报价单并向客

户报价。客户审核通过公司报价及样品验证后，根据公司产能、价格及质量等因素向公司确定订单数量。 

5、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1）光纤激光器行业快速发展，尤其是超快激光器应用拓展 

由于传统制造业产业升级，光纤激光器占工业激光器的比重逐年上升，对光纤激光器件的需求也有较快增长，带动了对

公司产品的需求。尤其是随着国内中低功率光纤激光器行业迅速发展，国内光纤激光器件市场的增长明显。近年来，超快激

光器成为诸多领域的重要工具，如半导体晶元、玻璃及其他透明材料的加工、科研及医学领域等。超快激光器将在增材制造、

微材料加工、精准加工、薄玻璃切割、微纳加工等更多新型应用领域不断开疆拓土。在中国，由消费电子产品加工带来的超

快激光微加工应用需求量也会大幅增加。 

（2）公司加大了光通讯产品的开发投入 

未来通信网络的升级、数据中心的广泛建设、5G带宽需求增强使光通讯器件行业保持快速增长。光通讯器件作为光网

络设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行业发展与光网络设备行业紧密相关。为适应光通讯器件向小型化方向发展等趋势，公司不断加

大开发投入，以提高光通讯器件的先进性、可靠性，同时公司也加大了光通讯有源器件的生产和销售开发力度。 

（3）公司产品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能力 

经过十几年的技术和经验积累，公司已成为无源器件的核心供应商，在行业内具有较高知名度，尤其是在保偏和高功率

器件领域拥有多项核心专利技术，具备较强技术优势。公司与国内外主要激光器厂家保持长期紧密合作关系，在市场竞争中

处于优势地位。 

（4）公司具有强大的研发能力，及时推出了市场急需的新产品 

公司非常重视研发的投入，不断丰富公司产品种类。一方面研发市场已使用的但公司原先不具备生产能力的产品，抢占

了更多市场份额；另一方面通过不断研发出新，极大满足了主要客户的需求，带来了销售收入的上升。 

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发布的新产品主要有1064nm 5W小型在线隔离器、1064nm 200W在线隔离器、无封装高功率光纤

光栅、带封装高功率光纤光栅、iBeamTM 1064nm 20W 隔离器 、一站式光纤组件服务、O波段可调光源、64CH 折弯FAU、

DR4 400G Jumper、高密度FAU等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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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公司所属行业发展情况及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也可参见第四节“九、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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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390,780,046.21 289,278,322.69 35.09% 230,314,837.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484,201.87 79,917,211.68 -28.07% 59,932,68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705,335.48 64,017,181.05 -28.60% 47,622,506.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209,240.20 29,319,397.93 153.11% 68,817,558.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439 0.9082 -29.10% 0.72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367 0.9012 -29.35% 0.72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78% 15.71% -5.93% 15.30%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860,618,143.03 821,085,662.69 4.81% 565,057,71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34,757,337.13 551,468,746.45 15.10% 476,429,424.9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4,919,550.16 104,123,125.02 99,085,711.67 112,651,659.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29,608.01 18,922,685.61 24,088,831.09 8,943,077.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99,220.87 15,356,925.62 22,102,346.49 4,846,842.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14,687.28 8,446,838.61 57,700,025.00 3,447,689.3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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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9,463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9,004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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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珠海光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量 股份状态 数量 

Infinimax 

Assets Limited 
境外法人 30.00% 27,098,880 27,098,880   

Pro-Tech Group 

Holdings 
Limited 

境外法人 17.09% 15,440,880 15,440,880   

XL Laser (HK) 
Limited 

境外法人 7.70% 6,955,860 6,955,860   

珠海市光极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88% 6,211,860 6,211,860 质押 2,465,700 

江苏万鑫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15% 3,750,000 3,750,000 质押 3,750,000 

珠海市栢达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03% 3,643,260 3,643,260   

深圳市奥特能

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9% 2,250,000 2,250,000   

孙伟 境内自然人 1.22% 1,104,200    

陈文生 境内自然人 1.05% 952,978    

珠海市丰极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2% 649,260 649,2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吴玉玲担任 Infinimax Assets Limited 的董事、珠海市光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公司董事冯永茂担任 Pro-Tech Group Holdings Limited 的董事、珠

海市栢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除此以外，公司发行前各股东之间

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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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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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inimax（HK） 珠海光极 

光库科技 

30% 6.88% 

吴玉玲 
100.00%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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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一）主营业务 

公司是专业从事光纤器件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主要产品为光纤激光器件和光通讯器

件，所在行业属于国家鼓励和扶持的光电子器件及其他电子器件制造业。 

公司的主要产品及应用：  

隔离器、合束器、波分复用器、分束/耦合器、光纤光栅、镀金光纤等，主要应用于光纤激光器、光通讯、光纤传感、

无人驾驶、激光雷达等领域。 

SR4/PSM跳线、单模/多模MT-MT、MT-Fiber Array、保偏型光纤阵列、保偏型光纤尾纤、WDM模块、MPO/MTP光纤

连接器等，主要应用于数据中心、云计算、5G产业链等领域。 

波长快速扫描激光器模块、可调滤波器、光纤光栅解调仪，广泛应用于光通讯器件测量、石油化工、电力、桥梁隧道监

测和矿山安全及铁路监测等安全领域。 

（二） 行业概述 

1、光纤激光器行业概况 

近年来，随着制造技术的进步，光纤激光应用领域得到不断拓展，全球光纤激光器行业取得较快发展，其中中国激光产

业发展尤为迅速。由于中国已成为全球光纤激光器最大的消费市场，国内生产企业数量不断增加，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市场

竞争也日趋激烈。目前国内低功率光纤激光器市场已被国内企业占据，中功率光纤激光器市场国内与国外企业市场份额相当，

高功率光纤激光器市场国产产品已实现部分销售。国产光纤激光器逐步实现由依赖进口向自研、替代进口到出口的转变。光

纤激光器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展，对激光器的功率、光束质量等性能参数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提升输出功率是光纤激光未来最

主要的发展方向，相应的光纤激光器件向高功率方向发展。 

2、光通讯行业概况 

随着宽带中国战略的推进，我国正在加快光网城市建设的步伐，当前数据通信网络和5G网络建设飞速发展，同时对核

心光网络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光通讯产业呈现较快增长态势。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光通讯产业链布局比较完整，包括光

器件和光模块、光设备、光纤光缆等细分行业。云计算、大数据、4K、直播、万物互联等应用驱动数据流量呈爆发式增长，

传输网络扩容需求不断增加。随着光器件的小型化、模块化、集成化和智能化，逐步取代功能单一的分立式电子元器件和光

学元器件，在性能上也可替代原先需要由系统或者设备才能实现的功能；另一方面，光网络架构正在发生改变，随着带宽需

求的增长及光网路建设成本的下降，光传输网络向接入网延伸，节点和终端数量都远大于骨干网和城域网，节点和终端所需

光器件的用量也将增长，因此光器件占比将不断提高。 

3、未来市场驱动因素  

①光纤激光器行业快速发展，尤其是超快激光器应用拓展 

由于传统制造业产业升级，光纤激光器占工业激光器的比重逐年上升，带动了对公司产品的需求。尤其是随着国内中低

功率光纤激光器行业迅速发展，国内光纤激光器件市场的增长明显。近年来，超快激光器广泛应用于半导体晶元、玻璃及其

他透明材料的加工、科研、医学等，也将在增材制造、微材料加工、精准加工、薄玻璃切割、微纳加工等更多新型应用领域

不断开疆拓土，成为值得期待的应用领域之一。在中国，由消费电子产品加工带来的超快激光微加工应用需求量也会大幅增

加。 

②全球光通讯网络的发展 

5G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将为移动终端带来超越光纤的传输速度。5G技术将推进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及AI等关

联领域裂变式发展，赋能垂直行业并深度融合，形成5G大生态。作为5G的支撑，光纤、光缆、光模块、WDM器件等将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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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市场机遇。 

数据通信用光收发模块和硅光模块向高速和高密度发展，市场需求旺盛，应用于光模块的高端连接器和微光学连接产品

将迎来很大发展空间。 

③铌酸锂调制器的应用发展 

高速电光调制器是大容量光纤传输网络和高速光电信息处理系统中的关键器件，LiNbO3（铌酸锂）电光调制器具有频

带宽、稳定性好、信噪比高、传输损耗小、工艺成熟等优点, 因此成为当前电光调制器市场的主流产品。随着5G网络和数据

通信的高速发展，带动核心光网络向超高速和超远距离传输升级，对光通信骨干网的需求也不断增加，铌酸锂调制器作为光

通信骨干网的核心光器件之一，LiNbO3（铌酸锂）电光调制器因其固有的优点将会迎来发展机遇。 

 

④光纤传感应用拓展 

光纤传感器已被广泛应用于桥梁安全、隧道监控、高铁、安防、石油勘探和管道监控等领域；也可用于水声探潜、光纤

陀螺、航天航空器的结构损伤探测以及环境探测等方面；光纤传感器还将与无线传感技术一起在物联网中起到更为重要的作

用。 

⑤无人驾驶行业兴起 

随着科技革命的深入推进，无人驾驶技术在人工智能和汽车行业的飞速发展下逐渐成为业界焦点。无人驾驶的关键实现

技术之一就是激光雷达，其识别精度和速度均优于传统实现方式。激光雷达需求将会随着全球无人驾驶市场渗透率的提高在

未来数年内进入到快速增长期。 

⑥激光医疗行业应用 

光纤激光器可用于流式细胞仪、OCT、近视矫正、前列腺治疗等诊断和手术设备。激光医疗行业的蓬勃发展，带动了激

光医疗器械设备及相关器件的高速增长，在广阔市场需求的背景下，激光医疗设备有望迎来高速发展时期。 

（三） 经营情况 

1、经营业绩 

（1）2019年公司营业收入39,078.0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5.09%，主要原因是公司通过技术创新、推出新产品、积极

开发国内外新客户，全资子公司加华微捷于2018年12月开始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2）2019年公司产品毛利为16,557.2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2.69%，产品毛利增加幅度低于营业收入增长幅度主要是

国内市场竞争激烈造成部分产品价格下降、公司搬迁至自建新园区后固定资产折旧及运营费用增加、受中美贸易战影响从美

国进口原材料关税增加所致。目前公司正在采取技术升级、推出新产品等措施增加产品差异化，提升议价能力；并采用改进

工艺流程、部分原材料从外购变为自制等措施降低成本，增加公司经营利润；同时，公司积极加强国内外市场开拓力度，努

力增加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3）2019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摊销费用为2,701万元，而上年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摊销费用为1,169万元。公司实施了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该计划导致2018—2021年摊销股权激励成本预计为5,229万元。2019年剔除股权激励成本摊销

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44万元，较2018年剔除股权激励成本摊销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986万元同

比下降10%。  

（4）因2018年7月公司搬迁至自建新园区，2019年固定资产折旧、运营费用较2018年增加。未来随着公司生产经营规模

扩大，上述费用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将逐渐弱化。 

2、完善内部控制，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强化董监高、

大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合规意识，做好各项信息披露工作。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确保规范经营。 

3、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公司目前建有广东省光电器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东省企业技术中心，拥有广东省院士专家企业工作站、博士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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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分站等创新平台。公司充分利用这些创新平台，广泛开展与大学科研机构等的合作，确保公司保持在行

业中的技术领先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大力投入高功率光纤激光器件和通讯传感器件的研发，陆续招聘了一批博士后、工程师等人才，充

实公司产品研发和生产技术支持力量。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发布的新产品主要有1064nm 5W小型在线隔离器、1064nm 

200W在线隔离器、无封装高功率光纤光栅、带封装高功率光纤光栅、iBeamTM 1064nm 20W 隔离器 、一站式光纤组件服务、

O波段可调光源、64CH 折弯FAU、DR4 400G Jumper、高密度FAU等新产品，并在美国光纤通讯展、美国西部光电展、慕

尼黑上海光博会和慕尼黑国际应用激光、光电技术博览会等展会上推向国内外市场，为公司开拓了新的销售市场和客户。 

公司一向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视人才为企业发展之本。公司通过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

工作积极性。公司对于高端人才在全球范围进行招聘，同时也重视内部人才的培养和选拔。通过不断引进各类人才，充实到

管理和研发岗位，有力促进了公司管理水平和研发能力的提升，为公司保持竞争优势提供了人才保障。公司除了提供有竞争

力的薪酬水平吸引人才外，也不断完善绩效考核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4、募投项目进展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展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工作，募投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截至报告期

末，公司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16,995.61万元（其中补充流动资金4,000万元），募集资金余额为6,131.17万元（含利息收入及

理财收益）。 

5、资产收购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公司指定的子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Lumentum及其附属公司位于意大利San Donato及其代工厂的

LiNbO3（铌酸锂）系列高速调制器产品线相关资产。2020年1月23日，公司通过意大利全资子公司和香港全资子公司作为本

次交易的实施主体，已按资产购买协议约定的进度向交易对方支付了收购价款，卖方已确认收到款项并于当天交付了标的资

产，本次收购的资产交割已经完成。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6、积极探索外延并购机会 

公司将继续抓住现有市场机遇，充分利用各项资源，在国内外积极寻求行业内合适的并购标的，努力实现外延式、跨越

式发展。 

总之，公司将利用上市公司的平台，加快发展步伐，不断提升竞争能力，努力成为全球光纤激光器件行业内的领导者。

公司将努力为客户提供满意的产品，为员工提供满意的发展机会，为股东带来良好的回报。 

7、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 

公司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制定了完善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并一直严格执行和不断完善。报告期内未发生安全生产责任

事故。公司产品属于光纤加工类别，环境污染风险比较低。公司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建立了完善环保管理制度，少量的

污染物处理严格按照国家和地方环境管理法律和规定执行。报告期内公司没有发生环境污染事故，也未因违反环保法律法规

而受到处罚。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光纤激光器件 205,349,851.51 95,899,978.38 46.70% 3.55% -5.93%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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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通讯器件 147,499,423.24 52,479,030.77 35.58% 168.60% 183.70% 1.89%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9,078.0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5.09%，主要是公司通过技术创新、推出新产品、积极开

发国内外新客户，全资子公司加华微捷于2018年12月开始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累计22,520.80万元，同比增长45.93%，主要是本报告期营业成本随着营业收入的增加而相应增

加、公司搬迁至自建新园区后固定资产折旧及运营费用增加、受中美贸易战影响从美国进口原材料关税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748.42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8.07%，主要是本报告期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摊

销费用同比大幅增加，国内市场竞争激烈造成部分产品价格下降、公司搬迁至自建新园区后固定资产折旧及运营费用增加、

受中美贸易战影响从美国进口原材料关税增加综合影响所致。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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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修订）》、《企

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修订）》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修订）》（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公司于2019年4月8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独立董

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公司的影响 

    于2019年1月1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

进行衔接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未调整可比期间信息。金融工具原账面

价值和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1月1日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累积影响金额 2019年1月1日 

分类和计量影响 金融资产减值影响 小计 

货币资金 255,196,409.08 1,191,859.88   1,191,859.88 256,388,268.96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19,700,384.09       19,700,38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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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 87,251,584.95       87,251,584.95 

其他应收款 2,482,804.58 -1,191,859.88   -1,191,859.88 1,290,944.70 

其他流动资产 107,603,425.03       107,603,425.0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资产合计 821,085,662.69       821,085,662.69 

交易性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负债合计 265,498,562.60       265,498,562.60 

盈余公积 21,619,050.00       21,619,050.00 

未分配利润 170,609,362.36       170,609,362.36 

少数股东权益 4,118,353.64       4,118,353.64 

所有者权益合计 555,587,100.09       555,587,1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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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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