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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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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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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0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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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普光电 股票代码 00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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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劲松 周健 

办公地址 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营口路 588 号 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营口路 588 号 

传真 0431-86176788 0431-86176788 

电话 0431-86176789 0431-86176789 

电子信箱 zhoujianup@163.com zhoujianup@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光电测控仪器装备业务以光电经纬仪、航空/天光机分系统、光电导引系统等产品为主，主要服务和应

用于国防装备升级换代和国家重大工程任务，随着国家“十四五”规划的发布，国防装备升级换代加快，国家重大工程任务对

光电测控仪器装备的需求不断增加，公司凭借光机电一体化制造综合优势，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及售后服务，得到了用户的充

分认可和肯定。 

     报告期内，公司光栅编码器业务得到提升，部分产品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近年来，国外对高精度光栅编码产品的封

锁愈演愈烈，国产替代势在必行，公司部分产品指标达到或超过国外同类产品水平，突破了国外企业技术壁垒，实现了国产

替代。 

     报告期内，受疫情及限电影响，K9玻璃市场价格波动较大，价格竞争激烈，公司着眼高端K9玻璃产品市场，持续完善

品控，积极开发车灯生产用户，确保了全年K9玻璃产品的销量稳定，是国内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高端K9玻璃产品供应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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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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9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1,196,242,303.

12 
1,083,440,398.

82 
1,078,883,573.

53 
10.88% 

1,040,450,813.
18 

1,038,548,086.
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962,520,820.74 892,118,935.45 887,562,110.16 8.45% 848,694,911.36 846,792,184.23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9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546,849,229.24 440,745,975.42 440,745,975.42 24.07% 402,192,805.25 402,192,805.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3,266,444.90 52,126,086.63 49,057,731.62 8.58% 48,282,866.43 44,020,54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831,516.84 41,030,100.70 37,961,745.69 2.29% 36,950,942.06 32,688,616.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4,279,257.52 58,027,202.37 58,027,202.37 -23.69% 71,956,292.94 71,956,292.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22 0.20 10.00% 0.2 0.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22 0.20 10.00% 0.2 0.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0% 6.01% 5.67% 0.23% 5.79% 5.29%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公司持有长春长光宇航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11.11%的股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按权益法核算对其持有的长

期股权投资。报告期内，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对长光宇航 2019 年度、

2020 年度及 2021 年 1-11 月的财务数据进行审计。经公司对长光宇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进行分析及复核并与审计机构就

相关数据进行沟通，发现长光宇航 2019 年度、2020 年度的财务报表需要更正，该事项影响了公司在相应期间对其长期股

权投资及投资收益的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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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104,677.95 151,192,045.17 95,762,282.83 156,790,22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969,329.32 13,068,281.49 17,689,655.98 6,539,178.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924,810.90 11,933,688.31 16,864,370.58 -4,891,352.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166,654.19 -40,702,605.77 -4,444,043.65 105,592,5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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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34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7,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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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科学院长

春光学精密机

械与物理研究

所 

国有法人 42.40% 101,754,784 0   

广东风华高新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99% 11,990,000 0   

沈希洪 境内自然人 1.66% 3,980,577 0   

沈海彬 境内自然人 1.60% 3,843,896 0   

易方达基金－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易方达

基金－汇金资

管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25% 2,991,000 0   

溪牛投资管理

（北京）有限公

司－溪牛长期

回报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18% 2,821,700 0   

郑文宝 境内自然人 1.04% 2,484,749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中证军

工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69% 1,666,800 0   

宣明 境内自然人 0.51% 1,228,124 0   

周士兴 境内自然人 0.45% 1,078,5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溪牛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溪牛长期回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持有公司股份

2,821,700 股，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257,800 股,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563,900 股；公司股东郑文宝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484,749 股，

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40,700 股,通过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 2,144,049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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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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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董事长：孙守红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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