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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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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

无保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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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25,202,128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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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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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光电 股票代码 300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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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绮丽 朱洪婷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益围路 10

号 1-3楼 

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益围路 10

号 1-3楼 

传真 0760-86138111 0760-8613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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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760-86130901 0760-86130901 

电子信箱 service@union-optech.com zhuhongting@union-optech.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是一家集光成像、光显示、光感知为核心技术的专业镜头光电产品及系统解决方案

提供商。经过多年光学领域技术的沉淀和深耕，公司掌握了光学镜头及光电产品的设计开发、

超精密模具技术及智能制造技术，拥有非球面镜片、菲涅尔镜片、自由曲面镜片等核心光学

器件的制造工艺，从光学设计、模具设计、精密加工、开发到全智能组装制造系统，公司的

光电产品在光成像、光显示、光感知领域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随着5G技术的日趋成熟，人

工智能的兴起，公司的光电产品已广泛用于安防视频监控、消费电子、智能显示、自动驾驶、

人工智能等领域。 

随着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公司凭着在光学技术多年的积累，开发了无人系统及机器视觉

技术，形成了高端的光电成像产品，自主研发了毫米波雷达等核心传感器。公司分别成立全

资子公司显示技术专注于显示产品核心元器件的开发，目前在智能投影、手机镜头、AR、VR

等相关领域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联合汽车专注于汽车电子制造和自动驾驶技术的研发；联

一合立专注于无人系统、人工智能的研发和产业化，联一合立研制的智能消杀机器人、智能

服务机器人、安保巡逻机器人等顺应市场需求。 

2、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情况 

（1）安防视频监控领域 

全球安防视频监控市场容量巨大，在全球安防视频监控市场的持续增长带动下，安防视

频监控镜头市场近年来发展较快，未来仍将保持稳定增长态势。根据TSR公布的《Marketing 

Analysis of Lens Units Markets（2020 Edition）》资料显示，2020年全球安防视频监控

镜头市场销量为37,500万件，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0.0%。预计未来几年，全球安防视频监控镜

头市场仍将保持稳步增长，预计2024年全球市场销量将达到50,050万件。 

（2）消费电子领域 

随着5G技术的普及和发展，消费类电子领域中视讯会议、手机镜头、智能家居设备等产

品的增长势头强劲，消费电子领域将在2021年呈稳定增长态势。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调研

报告数据显示，智能手机全球出货量近年都基本维持在14亿部左右，国内3-4亿部的出货量，

但在手机前后置，屏下指纹等光学镜头的单机配置数量有一定增加的趋势。 

（3）智能显示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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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投影市场 

近年来，投影设备已从传统的商业显示用途转向家用的智能投影为主，伴随投影设备技

术的日趋成熟与发展，投影设备也迈入4k超高清领域并加速往8k画质前进，而这些技术的革

新与突破也带动了整体产业的蓬勃发展，整个投影行业处于市场扩张及技术转变阶段。消费

级市场投影设备出货量呈迅速增长态势，在需求端消费升级、消费主力年轻化、显示需求大

屏化、家居需求智能化等趋势下，未来消费级投影设备市场将具备广阔发展空间。根据IDC

数据，国内市场规模在2017年突破200万台、2018年300万、2019年400万台、2020年疫情下也

会实现接近500万台的规模，预计在2025年就会突破1,000万台销量的大市场。 

b. VR/AR市场 

随着VR/AR产品终端硬件产品的升级以及软件应用的更新，2020年全球VR/AR出货量约为

630万台，预计2024年终端出货量超7,500万台，出货量年均增速达86%。VR/AR被视为下一代

通用计算平台，我国的十四五规划也将VR/AR列为未来五年的数字经济重点产业之一，行业发

展有望加速。根据中国信通院《虚拟（增强）现实白皮书（2020）》资料显示，2020年全球

VR/AR市场规模约900亿元，预计2024年将达到4,800亿元以上，年均增速超过54%。特别指出，

根据IDC数据，VR一体机出货量逐年上升，预计2023年出货量占比达59%，推测2023年VR一体

机出货量达到2,165万台。 

（4）汽车电子领域 

随着自动驾驶的商业化进程加速，智能汽车时代的来临，汽车镜头、毫米波雷达将迎来

爆发式的增长，未来市场规模将保持高速增长。根据中信证券研究所发表的《疫情催化新一

个AI的“黄金时代”，将由自动驾驶、金融服务和医药疫苗研发带领：2021年投资策略》资

料显示，预测车载摄像头国内市场有望从2019年约24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280亿元；预测毫米

波雷达国内市场有望从2019年约50亿元增长至2030年的310亿元。 

（5）人工智能领域 

机器人产业近年来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阶段，根据中国电子学会发表的《中国机

器人产业发展报告（2019）》的统计显示，2020 年我国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达到接近 30 亿

美元，同比增长约 39%，该市场规模已高于全球服务机器人市场增速。到 2021年，随着疫情

催生的医疗、智能服务、配送、巡检等新兴应用场景机器人的快速发展，国家服务机器人市

场规模有望接近 40 亿美元。根据 IFR 测算，2030 年预计全球机器人市场规模达到 1,028 亿

美元，其中服务机器人将达 561 亿美元，维持 16%的年复合增长率，快于工业机器人的年复

合增速。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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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年 

营业收入 1,288,261,602.50 1,223,788,254.31 5.27% 1,168,669,588.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9,866,278.46 73,272,065.47 -31.94% 72,318,12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732,940.00 61,945,060.49 -47.16% 53,685,234.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15,932,625.07 44,361,027.25 161.34% 84,259,996.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33 -33.33% 0.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33 -33.33% 0.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6% 8.52% -3.16% 8.95% 

 2020 年末 2019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年末 

资产总额 1,747,136,801.97 1,638,346,537.15 6.64% 1,421,157,306.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950,083,455.08 904,491,253.69 5.04% 844,085,44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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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953,099.96 307,285,417.41 381,225,817.22 446,797,267.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9,896,533.74 21,022,703.25 12,312,805.18 26,427,303.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843,427.41 18,794,018.90 11,479,430.51 13,302,918.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4,988,803.82 -35,943,314.97 31,246,075.65 55,641,06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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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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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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23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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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俊强 境内自然人 10.76% 24,173,568 18,130,176 质押 9,785,000 

光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8.97% 20,158,592 0   

君联和盛（上

海）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46% 16,771,840 0   

邱盛平 境内自然人 7.36% 16,544,256 12,408,192 质押 3,750,000 

正安县中联光

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81% 15,315,456 0   

肖明志 境内自然人 5.25% 11,788,800 8,841,600 质押 3,750,000 

深圳市南海成

长创科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87% 6,444,209 0   

安信证券资管

－谢晋国－安

信资管创赢 3

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2.04% 4,580,000 0   

蔡宾 境内自然人 1.93% 4,348,639 300,000   

华润元大基金

－蔡宾－华润

元大基金蔡宾

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85% 4,155,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龚俊强先生为公司董事长，龚俊强先生通过中联光间接控制公

司 6.81%的股份；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邱盛平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肖明志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龚俊强、邱盛平和肖明志为一致行动人。 

2. 公司股东蔡宾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348,639股外，还通过华润元大基金－蔡宾－华

润元大基金蔡宾单一资产管理计划持有 4,155,000股，蔡宾与华润元大基金－蔡宾－华润元

大基金蔡宾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存在关联关系。 

3.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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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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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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新冠疫情汹涌来袭，全球经济遭受猛烈冲击，面对日益复杂的市场形势，报告

期内，公司依然紧紧围绕董事会制订的战略发展要求，在监事会的监督下，公司经营管理层

按照年度经营方针和经营目标不忘初心，砥砺前进。疫情期间，公司根据国家指示坚持疫情

防控的同时，提前复工复产，为“火神山”和“雷神山”的建设贡献出一份力量。疫情得到

控制后，公司继续聚焦专业镜头光电产品及为市场提供光学系统解决方案，在促进生产经营

稳步发展的同时，积极推进科技创新，进一步开拓和扩展市场，继续加强内部成本费用管控，

完善内部控制机制，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2.8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27%；实现净利润4,99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1.88%。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完成了以下重点工作： 

（一）不惧疫情，稳步推进公司战略，提升内部管理 

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肆虐，公司业务在年初受到重大打击，但公司全员上下一心，克

服万难，坚守岗位，围绕公司战略展开工作，公司全年业务得以稳步开展。为打造制造竞争

力，公司2020年提出降本提效、费用管控作为主要经营举措之一，完善和优化预算管控机制，

梳理并分析关键机种的重要指标，从研发费用、采购成本、生产效率提升等方面全面管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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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提升公司制造竞争力。 

（二）继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技术创新 

2020年，公司为引进和留住高端技术人才，促进人才在高校和企业双向流动，为技术人

员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公司成功申请博士工作站。博士工作站的成立，将助力推动产学研

进一步深度融合，在光学领域研究方面持续产生价值，激发公司在光电产品的技术创新性，

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研发投入的转化成果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经过多年的努力，2020

年公司成功实现超长焦镜头量产。公司持续推动技术创新，首次完成运动移动Iris结构，为

公司后续提供更多优质的镜头奠定坚实的基础。另外，项目《超低照度高清真彩色成像技术

及产业化推广》荣获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彰显公司技术创新的实力。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拥有商标3项，光学相关核心专利达780项，主要集

中于变焦镜头相关领域，拥有约108项境内发明专利，约470项境内实用新型专利，以及192

项外观设计专利，此外，公司还拥有10项国外发明专利。公司已形成较为明显的核心专利优

势，在国内光学行业的专利布局方面已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 

（三）业务拓展及市场开拓，培养公司利润增长点 

2020年，公司持续集中优势资源，继续稳定并深耕安防产品镜头的业务，巩固公司在大

倍率光学变焦、高清等高端安防镜头产品方面的市场主导地位。同时积极开拓非安防类产品：

汽车电子、消费电子、智能显示、人工智能领域的市场，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培养公司新的

利润增长点。2020年，汽车电子领域的产品收入较2019年增长230.87%，消费电子领域的产品

收入较2019年增长189.11%，智能显示领域的产品收入较2019年增长91.38%，人工智能领域的

产品收入有较大增长。2020年8月，公司独家中标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智慧屏项目，公司的产品

和实力得到了客户的高度认可。公司在开拓市场的同时，依旧维护良好客户关系。2020年，

公司分别获得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伙伴》奖项及浙江大华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的《战略供应商》奖项。公司自主研发的智能防疫消毒机器人中标鄂州海关“防

止境外疫情输入专项装备设备”采购项目、微型侦察机器人和智能安保服务机器人中标中山

市公安局火炬开发区“警用机器人”采购项目。 

（四）自动化程度的提升，提高竞争力 

2020年，公司自动化、智能化设备投入超1亿，工序的自动化覆盖率有所提高，特别在手

机镜头、视讯镜头和车载镜头上投入巨大，覆盖率达到70%，有效降低公司的人力成本，提高

公司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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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上市募投项目的结项及结项前闲置资金的有效管理 

截止本报告出具之日，上市募投项目已全部结项。“工程技术研发中心新建项目”结项

后改善了公司研发设计硬件条件，为公司吸引高水平的研发设计人员提供了保障，快速提升

了公司研发设计水平，利于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高端光电镜头产品智能制造基地扩建

项目”结项后产能逐步释放，并为公司带来效益，达产后，将有效克服产能不足，并提升公

司生产及制造能力，保持市场竞争力。另外，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计划和建设

进度，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及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在项目结项前，通过闲置募集资金管理获得较好的

理财收益。 

（六）启动定增募投项目，抓住市场机遇，丰富及扩大产品布局，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

力 

截止本报告出具之日，定向增发募投项目已分别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

的《关于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6 号），目前正在筹备发行中。本次定增募投其中之一

的项目“新型显示和智能穿戴产品智造项目”充分抓住下游应用市场机遇的必然要求，且未

来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产品线将得到进一步丰富，产品附加值进一步提升，公司的产业布

局得到进一步完善，能够提高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七）2020年股权激励的实施 

为进一步提升股东价值，支持公司战略实现和长期持续发展，将核心员工的利益与股东

利益、公司利益紧密连接在一起，进一步吸引、激励和保留核心人才，优化公司治理，公司

制定了《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截止本报告出具之日，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工作已全部

完成。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和创造性，促进公司竞争

力的提升，同时能够确保公司长期发展。 

（八）完善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规范公司运作 

建立健全的公司治理是内部控制有效运行的保证，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为良好的公司治理

提供保障，公司以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为目标，进一步完善了公司治理监管制度体系。公

司于2020年4月修订了《委托理财管理制度》和《员工激励金管理办法》，加强了公司资金管

理，有效地控制风险，提高投资收益，极大地提升员工工作积极性以及对公司的归属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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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月，公司调整了组织架构，明确分工的同时加强部门间协同合作。2020年10月，公司修订

了《内部审计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公司内部审计工作,明确内部审计机构和人员的责任，

保证审计质量，明确审计责任，促进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2020年11月，修订了《保密

管理制度》，全面系统阐述了新时期保密工作应以信息安全为重点，从加强涉密计算机系统

保密管理、涉密人员教育、提高保密人员素质、提高员工保密意识等方面做好新时期的保密

工作，增强保密意识，使日常工作规范化、制度化。2020全年度，公司还修订了两次《公司

章程》，增加了公司经营范围，扩大公司业务；为进一步规范公司的管理，公司内部完善相

关作业流程、规程及管理制度。此外，公司还加强关联交易监管制度建设和系统建设，完善

董事会、监事会运行规则，为提升公司治理和内控管理水平提供制度和规则保障。2020年，

公司获得《董事会》杂志第二届上市公司“公司治理特别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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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学镜头制

造业 
1,288,261,602.50 256,097,829.66 19.88% 5.27% -2.68%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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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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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变更原因：财政部于 2017年 7月 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

收入的通知》(财会[2007]22号)，本公司自 2020年 1 月 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并按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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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准则的要求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

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②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公司的影响：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衔接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

计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2020年 1 月 1日)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将预收款项列示在合同负债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月 1日 调整数 

预收款项 3,576,327.43  -3,576,327.43 

合同负债  3,164,891.53 3,164,891.53 

其他流动负债  411,435.90 411,435.90 

对母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将预收款项列示在合同负债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月 1日 调整数 

预收款项 2,830,782.43  -2,830,782.43 

合同负债  2,505,117.19 2,505,117.19 

其他流动负债  325,665.24 325,66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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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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