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2456

证券简称：欧菲光

公告编号：2021-037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预告、业绩快报修正及致歉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年度财务数
据仅为初步核算结果，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
据可能存在差异，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0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修正前后的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前期业绩预告、业绩快报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 月 23 日、2021 年 2 月 27 日披露了《2020 年度业绩
预告》
（公告编号：2021-010）和《2020 年度业绩快报》
（公告编号：2021-017）。
3、修正前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项目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

□同向下降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盈利：81,000–91,000 万元
盈利：50,985.19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9%-78%
盈利：71,500–86,000 万元
盈利：32,112.79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23%-168%
盈利：0.3006 元/股–0.3377 元/股

4、修正后预计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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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0.1892 元/股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项目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

□同向下降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亏损：185,016.15 万元
盈利：50,985.19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462.88%
亏损：196,563.74 万元
盈利：32,112.79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712.10%
亏损：0.6866 元/股

盈利：0.1892 元/股

营业收入

4,834,970.10 万元

5,197,412.95 万元

扣除后营业收入

4,684,770.24 万元

5,173,002.41 万元

注：扣除后营业收入指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

二、修正前后的 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目
营业总收入（万元）

本报告期
修正前

修正后

上年同期

修正后的增
减变动幅度

4,840,356.93

4,834,970.10

5,197,412.95

-6.97%

营业利润（万元）

110,310.25

-163,701.79

65,700.98

-349.16%

利润总额（万元）

106,463.55

-167,597.33

65,695.92

-355.11%

88,051.70

-185,016.15

50,985.19

-462.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68

-0.6866

0.1892

-462.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90%

-21.75%

5.80%

下降 27.55 个
百分点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修正前

修正后

本报告期初

修正后的增
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万元）

3,747,294.46

3,432,141.84

4,055,952.50

-15.38%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万元）

1,032,608.13

755,180.98

945,878.98

-20.16%

269,473.93

269,473.93

269,473.93

-

3.83

2.80

3.51

-20.16%

股本（万股）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注：上述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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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公司已就本次业绩预告、业绩快报的修正事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预沟通，
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方面不存在分歧。
四、业绩偏差的原因说明
1、差异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 月 23 日、2021 年 2 月 27 日披露了《2020 年度业绩预
告》（公告编号：2021-010）和《2020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编号：2021-017），
预计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4,840,356.9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6.87%；
营业利润 110,310.2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7.90%；利润总额 106,463.55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62.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051.70 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 72.70%。
本次修正后的业绩情况如下：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4,834,970.10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6.97%；营业利润-163,701.79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49.16%；利润总额-167,597.3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55.11%；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185,016.15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62.88%。
2、出现差异的原因：
在《2020 年度业绩预告》及《2020 年度业绩快报》披露后，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2 日收到境外特定客户（以下简称“特定客户”）的通知，特定客户计划
终止与公司及其子公司的采购关系，后续公司将不再从特定客户取得现有业务订
单。
因该突发情况，相关资产减值测试的假设发生重大变化，公司第一时间披露
相关风险提示，紧急启动相关资产的评估工作，对相关资产进行全面清查，重新
估计相关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减值测试。
该事项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从审慎、客观的角度出发，公司对相
关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后，确认资产减值损失，导致业绩情况与前期业绩预告、业
绩快报存在较大差异，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对与特定客户业务相关的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长期待摊费用
摊销
①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9 日与闻泰科技在广东省深圳市签署《闻泰科技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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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与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得尔塔影像技术有限公司之股权
购买协议》，公司拟将持有的广州得尔塔 100%的股权以 170,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
给闻泰科技，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广州得尔塔的股权。
②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江西晶润光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润光学”）于
2021 年 3 月 29 日与闻泰科技在广东省深圳市签署《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江
西晶润光学有限公司、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晶润光学有限公司之资
产购买协议》，公司控股子公司晶润光学将其持有与向境外特定客户供应摄像头
相关业务的经营性资产以 72,000 万元（含税）的价格出售给闻泰科技。
除上述交易涉及子公司股权和资产外的、与特定客户业务相关的资产进行了
全面清查，重新估计相关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减值测试，根据评估结果，预
计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32,983.09 万元，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9,417.55 万元，在
建工程减值准备 5,593.77 万元，长期待摊费用摊销等 3,427.04 万元，合计减少利
润 251,421.45 万元。
（2）受境外特定客户计划终止与公司及其子公司的采购关系的影响，公司
相关的特定客户的研发项目预计未来无法带来经济利益的流入，相关研发支出作
费用化处理；公司预计相关业务主体未来期间很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
额用以抵扣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利益，减记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合计减少
利润 6,835.93 万元。
（3）公司有境外业务的参股公司存在减值迹象，根据谨慎性原则，该参股
公司进行减值测试，根据评估结果，计提减值准备，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
参股公司当期损益，公司投资收益减少 14,708.71 万元，减少公司利润 14,708.71
万元。
以上事项合计减少利润 272,966.09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由盈
转亏。
五、董事会致歉说明
公司董事会对业绩预告、业绩快报数据修正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
因国际贸易环境变化导致境外客户订单终止属突发事件，公司无法提前预计。公
司将在日后工作中进一步加强管理，提高业绩预告及业绩快报准确性，敬请广大
投资者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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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进一步提
高信息披露质量，并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其他说明
本公告所载公司2020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结果，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
门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
披露的2020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
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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