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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56                                证券简称：欧菲光                          公告编号：2020-089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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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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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0,293,37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08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欧菲光 股票代码 002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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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燕松 周亮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商海路 91 号太子湾商

务广场 T6 栋 9 层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商海路91号太子湾商务

广场 T6 栋 9 层 

电话 0755-27555331 0755-27555331 

电子信箱 ir@ofilm.com ir@ofilm.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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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3,464,508,460.12 23,588,347,704.20 -0.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01,996,327.48 21,001,586.48 2,290.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43,785,858.61 628,953.89 70,459.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37,068,212.05 1,346,044,739.30 21.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63 0.0077 2,3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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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63 0.0077 2,319.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7% 0.24% 增长 4.93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42,193,801,328.84 40,559,525,006.58 4.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930,704,868.76 9,458,789,840.19 4.9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65,44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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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欧菲投

资控股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39% 333,953,812 0 质押 239,869,010 

裕高（中国）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55% 284,251,960 0 质押 189,595,610 

南昌市国金工

业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6.04% 162,772,028 0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95% 52,483,771 0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

夏中证 5G 通信

主题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48% 39,816,205 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36% 36,748,250 0  0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

方成长先锋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15% 30,892,170 0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信达澳银新

能源产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93% 25,016,269 0  0 

蔡荣军 境内自然人 0.79% 21,259,162 15,944,371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时代先

锋股票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

其他 0.69% 18,523,778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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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裕高（中国）有限公司、南昌市国金工业投资有限公司与

蔡荣军先生为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相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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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通过中信证券开立的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 1,0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7%）。 

注：蔡荣军先生持股数量仅为其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数。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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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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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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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深圳欧菲光

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

券（第二期） 

17 欧菲 02 112580 2017 年 08 月 31 日 2020 年 09 月 04 日 4,000 7.0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72.79% 72.93% -0.1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5.01 4.13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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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2020年上半年，新冠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世界经济环境严峻复杂，我国经济增长形势面临一些难以

预料的影响因素，消费类电子产业发展放缓，机遇和挑战共存。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CAICT）数据显

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智能手机总出货量达到2.489亿台，同比下降16.1%。根据研究机构CINNO Research发

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部分大客户二季度境内销量同比环比均实现较大增幅，突显了疫情后行业的复苏。 

全球智能手机进入存量时代，行业创新不断，各大主流品牌手机都在寻求多领域的技术创新和销量突

破。在智能手机的更新迭代过程中，摄像头的升级显而易见，其中，搭载多摄像头、3D Sensing、屏下指

纹识别等多种功能的新机型吸引了消费者的热切关注，也为供应商带来了更大的市场空间。同时，随着各

国5G网络建设的不断推进，主流品牌手机相继发布5G智能手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CAICT）数据显

示，5G机型在上半年共计出货了6,360万台，占比达到25.6%。5G手机占比的不断增长加速推动了智能手机

行业各领域的新技术普及渗透。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和冲击，成立疫情防控小组，全力推进复工复产，有效

缓解了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加强成本控制和存货管理，公司整体生产经营情况高效稳定。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4.65亿元，同比下降0.53%，主要是因为安卓触控业务独立发展

所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02亿元，同比大幅度增长2,290.28%，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部

分大客户订单增加，光学业务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摄像头模组和光学镜头出货提升，同时受益于大客户平

板电脑销量增长和触控业务结构优化，公司整体盈利能力持续改善。 

（1）光学光电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光学光电产品实现营业收入181.97亿元，同比下降2.30%，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①公司安卓客户摄像头模组实现营业收入117.12亿元，同比下降0.02%；出货量为2.92亿颗，同比增长

24.51%；综合毛利率11.08%，同比增长0.17个百分点；主要是因为终端客户产品需求结构变化，出货形态

相应调整，整体产能利用率提高； 

②受益于国际大客户手机产品销量增长及合作进一步加深，公司非安卓影像模组产品销售收入36.73

亿元，同比增长95.95%；出货量0.55亿颗，同比增长30.34%；综合毛利率为10.94%，同比增长11.24个百分

点；主要是因为国际大客户订单增多带动产能利用率提高以及双摄模组份额提升； 

③公司触控产品实现营业收入26.77亿元，同比下降44.30%；产品出货量为0.92亿片，同比增长26.29%；

主要原因为安卓触控业务出表独立发展，触控显示产品结构变化所致； 

④公司光学镜头产品稳步发展，实现营业收入3.64亿元（含对内自供摄像头模组部分），同比增长

1.30%；出货量0.91亿颗，同比增长13.33%；其中，手机镜头产品营业收入为2.63亿元，同比增长34.85%，

出货量为0.89亿颗，同比增长16.71%；对内自供摄像头模组实现营业收入2.29亿元，同比增长7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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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微电子产品 

公司微电子业务整体营业收入为44.64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3.29%，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①公司指纹识别模组产品营业收入为27.01亿元，同比下降25.70%；出货量为1.16亿颗，同比下降

9.28%；综合毛利率为15.50%，同比下降2.90个百分点；主要原因为指纹识别模组市场竞争加剧，单品价

格承压，屏下指纹市场渗透率不及预期； 

②公司3D Sensing业务实现快速增长，营业收入为17.63亿元，同比增长79.83%；出货量0.44亿颗，同

比增长80.80%；综合毛利率为12.23%，同比增长12.53个百分点；主要是因为国际大客户订单增多及3D 

sensing产品在安卓市场渗透率提高； 

（3）公司智能汽车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32亿元，同比下降35.14%；综合毛利率为14.28%，同比下降

6.36个百分点。因下游国内汽车销量下滑较多，导致公司智能汽车业务订单释放不达预期，营收和毛利水

平同比下降。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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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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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3户，减少2户，其中： 

名称 变更原因 

合肥欧菲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南昌欧菲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南昌欧菲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新设 

南昌欧菲曲面盖板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 

南昌欧菲光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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