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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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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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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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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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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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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793-8259547 0793-8259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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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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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540,826,115.21 1,498,629,100.04 1,498,629,100.04 2.8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491,110,680.50 494,939,898.26 494,939,898.26 -0.77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0,275,817.38 23,190,750.83 18,067,403.75 -12.57 

营业收入 484,373,351.70 495,171,848.46 321,629,748.98 -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824,226.79 -7,027,067.79 -20,479,957.19 45.5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3,396,595.10 -20,678,260.36 -20,678,260.36 35.21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78 -1.16 -4.32 增加0.38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1 -0.03 -0.08 66.6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1 -0.03 -0.08 66.67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4,161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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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凤凰光学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28 93,712,694 0 无 0 

中电海康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88 39,077,954 38,588,754 无 0 

高华－汇丰－GOLDMAN, 

SACHS &   CO.LLC 

未知 2.66 7,499,800 0 未知 0 

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4 6,012,480 5,512,679 无 0 

徐铭 未知 1.78 5,015,000 0 未知 0 

邱爰玲 未知 0.82 2,317,651 0 未知 0 

北京鼎汇科技有限公司 未知 0.8 2,240,251 0 未知 0 

上海大东海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未知 0.69 1,949,090 0 未知 0 

北京欣玉巅峰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未知 0.54 1,508,500 0 未知 0 

朱立锋 未知 0.53 1,498,771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至报告期末，在上述股东中，凤凰光学控股有

限公司与中电海康集团有限公司、中电科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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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84 亿元，较 2019 年同期 4.95 亿元下降 2.18%；实现

净利润亏损 382.42 万元，较 2019 年同期亏损 702.71 万元减亏 45.58%；扣非后净利润亏损

1,339.66 万元，较 2019 年同期亏损 2,067.83 万元减亏 35.21%。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充分利用高端光学镜头智能制造项目的募集资金，加快智能化制造

改造，推动公司在光学业务的设备更新和智能制造。报告期内，光学组件实现收入 1.51 亿元，

同比增幅 21.73%；光学组件业务是公司产业转型的战略主攻方向，上半年保持业务持续成长。 

控股子公司凤凰新能源加强成本管控和产品结构调整，报告期内毛利率有所提升。锂电

芯产品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6,946.57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滑 23.12%，实现利润亏损 82.92 万元，

较去年同期亏损 432.48 万元减亏 349.56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收到各项政府补助 893.50 万元，对公司净利润有一定影响。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

要求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执行新收入准则。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要求，公司将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

积影响数，调整 2020 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数据不予调整。 

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年 1月 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目的影

响详见会计报表附注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