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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52                             证券简称：亚世光电                             公告编号：2020-012 

亚世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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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56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90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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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世光电 股票代码 002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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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瑞群  

办公地址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越岭路 288 号  

电话 0412-5218968  

电子信箱 yesdongban@yes-lcd.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定制化液晶显示器件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液晶显示模组及显示屏。公司坚持细分市

场定制化战略，小批量，多品种，深度参与客户产品定制是公司的经营特色。 

公司专注于工控仪器仪表、通讯终端、办公室自动化、医疗器械、家用电器、汽车显示、金融器具、安防等细分领域，

产品较少涉及手机等消费电子。公司紧跟市场需求及行业前沿技术，以一站式的设计、研发及生产服务满足客户高品质及个

性化需求，目前，公司能够研发和生产高、中、低档各系列液晶显示产品，具备较强产品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在液晶显示

模组业务领域内，公司凭借着丰富的技术积累及良好的客户服务，在行业内树立了较好的品牌形象，产品覆盖欧美、日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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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细分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随着家用电器、办公自动化、医疗器械、工控仪器仪表等产品层出不穷，传统规模化的标准面板、显示模组生产模式，

难以满足众多用户的不同需求。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催生了大量新的需求，例如对实时在线的需求就要求屏幕出现在更多的

地方，新兴的车载显示器、穿戴式装置、电子竞技以及公共讯息显示都对液晶显示屏及模组行业提出了多样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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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133,906.30 511,336,793.70 -12.56% 506,666,998.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1,236,333.09 98,924,124.17 -17.88% 67,694,565.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2,375,335.59 99,424,405.64 -27.21% 65,605,528.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119,024.50 103,149,287.87 -46.56% 78,947,236.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8 1.14 -31.58% 0.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8 1.14 -31.58% 0.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15% 33.66% -21.51% 29.92%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917,316,296.30 481,053,239.02 90.69% 379,864,96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93,124,737.50 343,343,475.82 131.00% 244,419,35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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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627,156.48 123,304,031.39 103,349,926.20 109,852,792.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284,643.07 23,119,553.35 18,666,066.70 19,166,069.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150,140.97 22,305,497.62 18,816,934.00 13,102,763.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008,917.67 24,075,183.77 11,058,822.00 4,976,1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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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1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4,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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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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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股份状态 数量 

亚世光电（香

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6.65% 40,149,000 40,149,000   

林雪峰 境内自然人 13.87% 15,190,500 15,190,500 质押 1,556,000 

边瑞群 境内自然人 13.85% 15,174,000 15,174,000   

解治刚 境内自然人 8.46% 9,273,000 9,273,000   

粤开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7% 403,500 403,500   

福建匹克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匹克投资趋

势 1 号 

其他 0.31% 337,500 337,500   

陈金妹 境内自然人 0.31% 334,400    

周雪钦 境内自然人 0.14% 157,500 157,500   

吕绍坤 境内自然人 0.12% 130,000    

李斌 境内自然人 0.11% 119,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亚世光电（香港）有限公司、林雪峰、边瑞群、解治刚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公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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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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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主要产品为中小尺寸的液晶显示屏及模组，以工控仪器仪表、通讯终端、办公室自动化、医疗器械、家用电器、汽

车显示、金融器具、安防等细分应用领域为切入点，以小批量、多品种和深度参与客户产品定制为特色，致力于为客户提供

高品质、高可靠性、高稳定性的产品及服务。 

2019年全年公司研发投入16,566,103.14元，同比增长3.86%；营业收入447,133,906.30元，同比下降12.56%；营业成本

322,503,504.69元，同比下降11.13%；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81,236,333.09元，同比下降17.88%。报告期净利润下降的

主要原因是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影响，本年度销售规模较上年有所下降，导致净利润下降。 

未来随着“工业4.0”、“中国制造2025”及“工业互联网”等制造业的发展升级，显示屏在工业仪器仪表及装备制造业中的需

求将持续扩大，工业控制类仪器仪表液晶显示屏及模组的市场空间仍将保持稳定增长。随着数字汽车和智能汽车的日益发展，

车载系统用液晶面板市场规模将迅速增长。随着办公自动化及家居智能化的发展，一些原不需要液晶显示屏的传统办公产品

及家电产品增加液晶屏已成为一种趋势。新冠肺炎病毒的蔓延，也从客观上刺激了人类对医疗器械的需求，从而带动了医用

显示器的需求增长。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更使得消费电子、工业仪器、医疗器械及办公用具等领域越来越多的使用液晶显示

器，以满足其智能化、数字化要求。在此情况下，随着公司募投项目的竣工并投入使用，势必带来公司产品应用领域的进一

步扩大、营收的增长和产品质量的提高，进而大幅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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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晶显示屏及模

组 
439,104,771.36 119,780,624.24 27.28% -12.96% -17.16%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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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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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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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要求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通知要求编制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根据

上述通知的规定及要求，公司需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调整，并按该文件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班子公司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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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

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

（财会【2017】9号），以及财政部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

【2017】14 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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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对金

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进行有限追溯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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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入2019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公司于2019年8月21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以上会计政策变更，

是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要求进行的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没有重大影响。 

2019年9月19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与

财会【2019】6号配套执行。 

本公司根据财会【2019】6号、财会【2019】16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比较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

务报表列报。 

2019年5月9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根据要求，本公司对2019

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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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于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本准则。 

2019年5月16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根据要求，本公司对2019年1

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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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进行追溯调整，本公

司于2019年6月17日起执行本准则。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

内外同时 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 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

行新收入准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年1月1日起

施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于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本准则。 

公司于2020年4月2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以上会计政策变

更，是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要求进行的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影响如下： 

本期，公司无“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及“债务重组”情况发生。 

因执行新的财务报表格式，2018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97,492,358.03 
应收票据 1,848,336.00 

应收账款 95,644,022.03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06,256,337.88 
应付票据 870,066.50 

应付账款 105,386,271.38 

递延收益 19,310,632.19 
递延收益 20,650,205.7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339,573.60 

2018 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97,492,358.03 
应收票据 1,848,336.00 

应收账款 95,644,022.03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32,808,324.06 
应付票据 1,201,936.00 

应付账款 131,606,388.06 

递延收益 19,310,632.19 
递延收益 20,650,205.7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339,573.60 

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相应调整2019年1月1日应收票据1,656,014.00元、应收账款-2,165.10元、

应收款项融资1,043,336.00元、其他应收款4,566.73元、递延所得税资产-273.04元、应付账款2,699,350.00元。相关调整对本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影响金额为2,128.59元，其中盈余公积278.27元，未分配利润1,850.32元。 

本公司母公司财务报表相应调整2019年1月1日应收票据1,656,014.00元、应收账款-2,165.10元、应收款项融资1,043,3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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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其他应收款5,438.81元、递延所得税资产-491.06元、应付账款2,699,350.00元。相关调整对本公司母公司财务报表中股东

权益的影响金额为2,782.65元，其中盈余公积278.27元，未分配利润2,504.3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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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全资子公司和赢有限公司，并将其纳入报告期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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