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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89                      证券简称：中光学                      公告编号：2020-006 

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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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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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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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62,568,166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1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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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光学 股票代码 00218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利达光电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宗杰 张东阳 

办公地址 河南省南阳市工业南路 508 号 河南省南阳市工业南路 508 号 

电话 0377-63865031 0377-63865031 

电子信箱 lizj@hn508.com.cn zdy@lida-oe.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业务主要包括精密光学元组件、光电防务、军民两用要地监控、投影整机及其核心部件。 

精密光学元组件方面，公司业务主要分布在数码光学、薄膜光学、安防车载光学与军用光学四个细分领域，产品主要应

用于数字投影机、数码相机、智能手机、安防监控产品等，主导产品是透镜、棱镜、光学镜头、光学辅料、光敏电阻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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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公司是全球投影显示领域光学元件配套最齐全的企业，数码光学精密零组件世界市场占有率稳居领先地位，光学薄膜装

备水平与规模化生产能力国内领先。公司建立了一个在行业内具有领先优势的国际化客户群，是爱普生、富士、佳能、索尼、

尼康等知名企业的合作伙伴和最佳供应商。 

光电防务产品方面，公司专注于军用光电装备的研发、集成和生产，主要产品包括轻武器系列夜视瞄准镜（微光、红外）、

坦克装甲系列观察瞄准镜、火炮瞄准及校靶系统、侦察监控显示装备、系列激光测距机、光电对抗装备等，多个产品已经定

型并列装部队，具备批量生产能力。 

军民两用要地监控方面，主要应用领域为我国边防、海防、军队要地防御、码头、海关、机场、监狱、河道等，产品主

要包括远程多波段光电转台、双光谱远程热成像摄像机、车载双波段（激光型、红外型）摄像机、手持式红外热像仪、手持

激光摄像机、小目标雷达、分布式周界防范系统等，产品主要面向国家边海防办、各省市海防与口岸打私办公室、军队、武

警边防部队、海关、渔政、林业、水利等单位。公司目前已发展成为集核心监控产品研发与生产、大型要地监控项目系统集

成以及项目总体方案咨询与设计为一体的要地监控综合服务提供商。 

投影整机及其核心部件方面，公司具备完整的基于DLP方案及3LCD方案投影显示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及检测能力，

主要产品包括投影整机及核心部件如光学引擎、光学镜头等。投影显示整机产品包括超短焦投影机、工程投影机、微型投影

机等多种产品类型，并提供多媒体教室系统解决方案。投影显示产品主要面向学校、商业企业、家庭等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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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7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2,552,362,826.97 2,583,509,097.04 2,583,509,097.04 -1.21% 912,865,983.69 1,663,126,410.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98,157,661.51 162,197,680.02 162,197,680.02 -39.48% 21,755,140.55 48,025,102.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89,101,172.69 41,565,260.26 41,565,260.26 114.36% 17,946,595.17 38,147,032.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94,368,971.32 326,631,417.67 326,631,417.67 -9.88% 126,565,953.41 80,197,114.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 0.68 0.68 -44.12% 0.11 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8 0.68 0.68 -44.12% 0.11 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8.04% 18.69% 18.69% -10.65% 3.99% 7.50%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17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3,167,721,503.79 2,598,826,206.75 2,598,826,206.75 21.89% 917,984,184.12 2,206,896,930.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1,356,436,013.92 923,756,706.99 923,756,706.99 46.84% 554,503,164.96 815,668,06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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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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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9,611,513.89 583,616,986.47 545,361,110.74 883,773,215.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574,591.13 32,732,002.72 23,696,889.65 19,154,178.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493,047.52 29,902,026.45 23,002,629.98 13,703,468.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2,274,666.68 -194,417,598.29 -9,125,091.52 235,636,99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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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4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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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4.26% 116,212,503 38,522,488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2.61% 6,844,351 0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8% 6,514,657 6,514,65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2.08% 5,457,900 0   

付卫平 境内自然人 1.84% 4,831,612 4,831,612   

南阳市金坤光电仪器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3% 3,760,848 0   

上海昱弘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观元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5% 3,288,228 3,288,228   

肖连栋 境内自然人 1.24% 3,257,328 3,257,328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分红－个人分红-019L-FH002 深 
其他 1.21% 3,183,542 3,183,542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19L-CT001 深 

其他 1.01% 2,662,589 2,662,58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属于一致行动人；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

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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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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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公司以整体上市为新起点，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及中美贸易战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影响，坚持新发展理念，

聚力推进稳增长、优创新、促改革、强党建、实整合、升管理工作，较好完成了发展、改革、党建各项工作，生产经营继续

保持稳步发展态势，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52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779.06

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8,871.21万元。 

一、产业规模稳中有进，创新发展特色凸显。 

一是光电防务及要地监控业务攻坚克难，继续发挥利润“稳定器”功能。光电防务业务克服订单延迟影响，调整生产组织

方式，着力质量提升活动，开展精细管理，研发项目按计划进行。要地监控业务签单、收入同比均大幅增长，相继中标新疆、

吉林、海南等多个边海防项目。 

二是投影业务摆脱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开始发挥规模“递增器”作用。投影整机业务销售再创历史新高，建立了完整激光

产品线，信息系统成功实施，为智能制造奠定了基础；整合供应链，推进注塑和SMT本地化供应。光机业务营业收入翻番，

光机主导产品地位确立。 

三是光学元组件向部件和模组方向持续优化升级。光学元组件业务产品结构持续优化，手机潜望式棱镜形成市场先发优

势，手机透镜小批量供货，AR波导、双低反滤光片产品实现量产，产品结构向手机领域转变效果初显。非球面、强激光和

其他军用元件市场份额持续提升，衍射平显、激光武器、测距等元件成为主导产品。超硬薄膜产品快速上量，规模效益凸显，

业务发展质量进一步提升。 

四是其他产业结构调整加快，能力逐步提升。光电新材料公司成功搬迁迎来更大发展空间，电子事业部新产品开发和产

品结构调整成效显著，电梯公司开展对标管理和三大工程建设，模块化加装电梯等项目构建新增长点，精机公司与模具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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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整合，向航天航空领域扩大规模，电力科技业务完成多款产品开发，天赛管业完成年度经营指标创历史新高。 

二、重大项目开始发力，新增长极潜能激扬。 

一是研发支撑能力持续提升。全年研发投入1.67亿元，新产品销售贡献率50.4%。全年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

二等奖3项，三等奖1项。专利申请获得受理42件，其中发明专利13件。 

二是产业化项目大见成效。光电新区二期厂房竣工使用，有力支撑了超硬功能薄膜和投影光机业务发展。超硬功能薄膜

项目和投影机扩产项目同时出彩南阳市九大重点专项，3D滤光片人脸识别、手机棱镜、中大口径非球面等项目进展顺利。

积极支持地方经济建设，牵头组建南阳光电产业协会、南阳光电计量检测中心和光电产业集中采购平台。 

三是国际化和“一带一路”走实走深。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智慧医疗项目当年签单当年完工。 

三、管控模式实现再变革，管理体系继续优化。 

一是完成重组后组织整合。适应资本市场、国资监管及产业发展要求，整合业务，调整组织，完成内部整合。调整总部

管理架构和二级经营单位管理架构，整合投影和机加业务组织，实施了财务共享管理。 

二是积极完善管理体系、流程。完善薪酬激励机制，探索建立总部工资分配及岗级管理制度。财务共享管理，实现内部

资金的调配使用和会计集中核算职能。拓宽融资渠道，融资结构得到优化，融资成本进一步降低。积极防范和化解风险，开

展“两金”专项清理；精益管理体系CSPS3.0评估达级C+，顺利通过军品质量体系“转版”认证，获得兵器行业QC成果一等奖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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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学元组件 848,921,801.40 161,236,799.71 18.99% -6.97% -5.37% 0.32% 

光电防务与要地

监控 
699,464,020.22 196,417,554.37 28.08% -27.94% -36.41% -3.74% 

投影机整机及配

件 
800,042,822.53 37,176,528.97 4.65% 33.90% 230.56%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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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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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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 

财政部分别于2019年4月30日和2019年9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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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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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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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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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年末余额97,267,737.57

元， “应收账款”上年年末余额902,403,96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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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年末余额

350,068,777.51元， “应付账款”上年年末余额

608,770,251.2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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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年末余额102,318,920.76

元， “应收账款”上年年末余额248,001,025.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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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无余额， “应付账款”

上年年末余额178,074,431.81元。 

（2）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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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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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按照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主要影

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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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6,535,218.61元；其他

权益工具投资：增加11,609,340.56元；其他综

合收益：增加2,300,164.31元；递延所得税负债：

增加773,957.64；未分配利润：增加

2,000,000.00元。 

不涉及。 

（2）将部分“应收票据”重分类至“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减少42,050,417.92元； 

应收款项融资：增加42,050,417.92元。 

应收票据：减少18,638,817.92元； 

应收款项融资：增加18,638,817.92

元。 

以按照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各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照修订

前后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结果对比如下： 

合并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97,267,737.57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55,217,319.65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 
42,050,417.92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含其他流动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债务

工具) 

 

债权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其他债权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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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权益

工具)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 
 

以成本计量(权益工具) 6,535,218.61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 
11,609,340.56 

母公司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102,318,920.76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83,680,102.84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 
18,638,817.92 

（3）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财会〔2019〕8号），修订

后的准则自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

无重大影响。 

（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财会〔2019〕9号），修订后的准

则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

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无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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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期发生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合并范围增加子公司河南中富康数显有限公司。 

本公司子公司河南中光学集团有限公司收购河南中富康数显有限公司27.45%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河南中光

学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河南中富康数显有限公司股权达到60%，纳入合并范围。 

2、公司本年度新成立全资子公司南阳利达光电有限公司。 

3、公司子公司河南中光学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南阳川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南阳中原智能电梯有限公司100%

股权本期股权无偿划转至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股权划转，上述公司在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的层级由三级公

司变更为二级公司。 

 

 

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志亮 

2020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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