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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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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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旭光电子 600353 旭光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熊尚荣 晋晓丽 

电话 028-83967599 028-83967182 

办公地址 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镇新工大道

318号 

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镇新工大道

318号 

电子信箱 xiongshangrong@polarico.com Jinxlxg200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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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1,429,425,812.82 1,898,536,475.92 -24.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123,069,987.91 1,114,658,668.75 0.7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1-6月）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9,880,081.14 -21,981,578.51   

营业收入 441,879,146.50 582,586,865.79 -24.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6,793,991.89 35,914,554.36 2.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1,306,820.43 34,623,345.77 -67.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2573 3.4717 减少0.214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81 0.0684 -0.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81 0.0684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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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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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91 151,771,568 0 质押 105,200,000 

成都欣天颐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10 82,079,300 0 无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81 15,281,000 0 无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5 3,512,267 0 无   

匡俊富 境内自然人 0.42 2,303,300 0 未知   

李彤 境内自然人 0.38 2,085,800 0 未知   

黄长凤 境内自然人 0.37 2,008,000 0 未知   

匡致宇 境内自然人 0.33 1,816,800 0 未知   

程玲 境内自然人 0.23 1,248,900 0 未知   

辛英 境内自然人 0.20 1,101,67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第

三大股东为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第四大股东为公司回购专

用账户。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前十大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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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政经格局造成了重大冲击，全球经济面

临严重下滑，贸易壁垒持续增加，中国经济也遭受了一定的冲击，对公司 2020 年度经济目标的实

现造成一定压力。面对疫情冲击及内外部经济下行的严峻形势，公司管理层迎难而上，严格贯彻

董事会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和战略目标，以“防疫情、稳经营、励创新、促转型、谋发展、”做为

上半年工作重点，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营运行各项工作；持续推进老产品改进和新产品开发，

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和市场布局，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持续提升公司产品附加值；加大市场营销

开发力度，扩大产品线和市场占有率，做优做强传统主业，积极拓展军品市场；加快技改技措步

伐，不断提升装备制造能力，实现产品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和管理信息化，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生产

效率、增强核心竞争能力；优化资源配置，通过管理创新增加企业活力，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通过加强技术研发及产品线延伸，在巩固传统优势行业和产品市场占有率的基础上，积极开拓新

产品、新市场、新领域，为公司持续、稳定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4,187.91 万元，同比下降 24.15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679.40 万元，同比增长 2.45%。公司摊销 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股份支付费用

660.22 万元，剔除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费用和除税影响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为 1,790.91 万元，同比下降 48.27%。 

报告期内的重点工作情况: 

1、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营运行各项工作，在逆境中保持了企业稳健运营。 

一是认真履行主体责任，抓实疫情防控。面对疫情，公司积极应对，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第一时间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全面布署防疫和安全生产保障工作，科学防控、精准防控，切

实保障物料供应、组织调整劳动用工、有效化解库存危机、极力保障资金安全、加快复工复产进

程，加强自身防护和企业内部管理，筑牢安全健康防线，用好减税减费政策，最大限度降低疫情

对公司的影响。报告期内，全公司员工无感染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在努力做好自身生产经营工作

的同时，公司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积极组织员工募捐共计 11 万元，助力抗击新冠疫情。 

二是强化市场导向，积极应对变局。为化解疫情带来的需求受限危机，公司提高市场分析与

预判，及时调整营销策略，深挖传统客户需求，巩固、维护市场份额和优质的客户群体；紧密跟

进行业发展方向和客户需求变化，抢抓新兴产业市场机会点，市场开拓取得新成效；积极调整营

销方向和营销模式，积极拓展电商营销渠道，强化公司官网、微信公众号、内容营销、短视频营

销等网络平台的宣传作用，发展与阿里巴巴等多营销渠道，加快网上展厅建设，实现内外资源相

互整合。坚持销售引导生产，根据国内外疫情发展态势及时调整生产计划，充分发挥柔性生产制



造系统的优势，按时保质保量的完成了对主要大客户的交付工作，受到了客户的高度评价，极大

地巩固了公司在细分行业领先的地位。 

报告期内，建设项目有序推进，生产经营、战略发展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公司的生产经营除

第一季度受疫情有所影响外，第二季度公司生产经营已逐步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2、坚持实施创新发展，增强科技贡献力。 

报告期内，公司进行了组织架构重组，整合成立研发中心，成功实施技术线员工薪酬绩效改

革，启动技术项目管理体系，设立了科学的管理和奖励机制，继续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

加大研发投入，以科研立项、科技研发、创新平台、科研营销建设为重点，科学统筹优势科技资

源，形成推动创新发展的强大合力，持续提升公司的科技贡献力，引领公司发展。 

一是战略结盟成科中心，联手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按照年度工作计划，公司继续加强技术

平台能力建设，加大开放合作。报告期内，公司与中物院成都科学技术发展中心签署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双方将在共建联合研发中心、产业投资基金合作以及推动设立院士工作站三个方面开展

战略合作。双方将围绕 5G、传感器、精密加工、陶瓷新材料、电真空器件、航空电子等领域先进

技术，开展高水平产品技术开发和先进技术研究储备工作，实现产、研、用的有效结合。与此同

时，借助公司的市场和资本优势以及成科中心的项目和平台优势，双方还将在产业投资基金领域

携手合作，促进成科中心、596 园区乃至中物院的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使之成为上市公司业务拓

展和战略资源的储备池。成科中心还将积极协助、推动两院院士及其团队落户公司，设立院士工

作站，联合攻克产业核心关键技术。本次与成科中心的战略合作，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整体

技术水平，为公司带来源源不断的创新研发动力。 

二是以技术引领市场需求，以创新促进产品研发。在技术创新方面，公司牵头完成的“超高

速高压机械开关关键技术及应用”科技成果，已完成评价工作，并经专家组审核后一致认定，该

项目总体处于国际先进，其中，整体设计结构，复合缓冲等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真空灭弧室

方面，配合某公司完成的 252kV 多断口串联高压真空灭弧室的研制，并配合用户在西高所完成首

轮试验。已立项柱上真空开关一二次融合户外固封极柱完成样品试制，并经内部检验合格，且已

发用户试用。电子管方面：一是在已开发的大功率脉冲放电技术的新型气体开关器件基础上，开

展了同类型但不同种类的新型气体开关器件的研发试制工作，根据客户需求，公司新建了新型气

体开关器件装配生产线，同时完善了陶瓷、金属零件加工能力，目前已具备批量供货能力。二是

继续对大功率甚至超大功率电子管进行开发，目前已完成产品的整体设计，预计样管试制将在年

内进行，此次研发将为未来设计和生产超大功率电子管提供技术积累，并将为企业发展提供强大

后劲。 

三是协同推进科研营销，全力拓展市场空间。公司按照“做强民品、做大军品”的思想，全

面抓好“二个市场”，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优化产业结构布局，全面实施精准化营销，

协同推进科研营销。密切跟踪行业发展动态，积极捕捉科技和产业发展变化，科学及时调整营销

策略,不断增强市场稳定性；立足市场前沿、需求前沿，加快新产品、新领域的市场开发，推动上

下游产业链的合作和延伸，构建优势产业集群，提升核心技术优势；积极拓展军品市场，加强核

心客户的交流走访，建立长期、稳定、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

作，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3、大力拓展军工产业布局，积极培育公司发展新动能。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 7620.38 万元收购易格机械 35.2%股权，成为易格机械的控股股东。易格

机械是一家以精密铸造及精密零部件制造为基础的军工配套供应商，专业从事航空、航天、制导

武器精密铸件、精密零部件的设计与制造，其主要产品包括系列导弹零部件，各类航空电子机箱，

系列光电吊舱结构零部件，航空发动机零部件、各类光电平台零部件、各类飞机的零部件等。易

格机械已取得从事军品业务的相关资质认证，是国内少数具备精密铸造、精密制造、总装总调一

体化能力的民营参军企业之一。通过此次投资收购易格机械，有望进一步强化公司在军工板块的



业务实力，并为将来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切实夯实基础管理，保障公司高效运转。 

一是管理架构创新，夯实发展基础。报告期内，为了促进战略发展、调动员工的主观能动性

和创新精神，公司针对产品结构和客户结构，重新调整了组织架构，设置了陶瓷事业部和金工事

业部，对产品和客户做了重新规划，将陶瓷和金属加工业务的原料采购、产品生产、渠道开拓、

品牌建设等工作分别纳入两大事业部管理。陶瓷和金工事业部将作为陶瓷和金属加工业务的基本

运作平台，在公司原有的基础上打造完整的产业链，于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进行相对独

立的经营策略和具体运作，并以净利润、收入规模、资产回报率为核心指标考核事业部的成本效

率和盈利能力。在当前市场情况下，陶瓷和金工事业部的成立将提高公司对外部市场的反应速度，

尽可能地捕捉到潜在的机会。目前正在为公司进入新型陶瓷材料市场与大宗金属零件加工市场进

行积极探索，已有多个项目正在落实之中。 

二是加强队伍建设，企业战斗力和凝聚力稳步提升。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内部培养人才、外

部引进人才的方式，不断建立复合型人才梯队，提升公司整体战斗力。公司处于不断发展和扩大

规模的阶段，团队建设至关重要。公司积极通过内部的传帮带制度，不断培育和挖掘内部人才，

让年轻人有更多的机会，将公司的人才结构进一步年轻化。另外，通过积极引进外部有经验的人

才，充实到公司团队，形成内外部优势互补，持续打造有战斗力的人才队伍。报告期内，公司与

培训机构联合，启动了“新型学徒制培训”，以专业岗位体系为依托，构建了科学合理的专业的、

多元化的队伍培养机制。 

三是深入精细管理，促进降本增效。报告期内，公司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压降弹

性费用，坚持向管理要效益、向技术要效益，推进精细管理，全面实施“节能降耗、降本增效”

活动，从生产、采购、销售、包装、运输、财务、人力等多个维度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同时，

进一步强化工艺创新，优化工艺流程，提高产品生产效率和降低产品成本；为提升全员降成本意

识，公司将成本控制指标由公司分解到各部门，再由部门分解到班组，将“成本最优化”的理念

从经营团队渗透到生产一、二线员工，有效的控制产品制造成本和各项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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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7 月 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

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公司将“预收款项”按新收入准则调整至“合同

负债”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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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