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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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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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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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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普康视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300595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施贤梅

李谚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 4899 号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 4899 号

电话

0551-62952208

0551-62952208

电子信箱

autekcfo@126.com

autekchina@126.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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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上年同期

营业收入（元）

262,477,045.28

173,735,847.90

51.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6,617,406.11

83,449,373.44

39.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97,867,303.51

70,197,004.26

39.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0,487,521.34

71,030,245.61

27.39%

0.2916

0.2094

39.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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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16

0.2094

39.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78%

9.84%

0.9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1,348,337,166.50

1,227,718,370.44

9.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19,643,968.22

1,023,966,896.23

9.3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3,88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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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悦群

境内自然人

37.22%

150,328,904

南京欧陶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48%

合肥欧普民生
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全国社保基金
四零六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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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51,256,800

58,471,677

质押

17,215,200

6.82%

27,537,660

质押

5,095,201

其他

1.82%

7,361,400

中国工商银行
－广发聚丰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08%

4,373,826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发小
盘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0.96%

3,874,364

富达基金（香
港）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

境外法人

0.92%

3,705,634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诺德价值优
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79%

3,204,000

上海高毅资产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高毅庆瑞 6
号瑞行基金

其他

0.73%

2,958,998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医疗健
康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63%

2,551,021

150,328,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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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不适用。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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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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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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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医疗器械业
2019 上半年，公司按照董事会制定的长期发展计划和年度经营目标，一方面立足主营业务，坚持技术创新，从研发、
生产、销售到公司治理等多方面提升企业竞争力，另一方面，积极投资营销服务终端，有效的保证了公司经营业绩的持续增
长。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2，477，045.28 元，同比增长 51.0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6,617,406.11
元，同比增长 39.75%。

（1）继续推进产品和技术升级
报告期内，公司推出的 DreamVision 品牌角膜塑形镜，集去油脂和去蛋白为一身的镜特舒深度清洁液以及新加坡厂商
OEM 的镜特舒护理液和湿润液都已在市场正常推广和销售。自主研发生产的护理液已在评审之中，自主研发的泪液分泌检测
试纸已被首次注册批准，角膜塑形用硬性透气接触镜（Ш类）已变更注册批准，硬性角膜接触镜（Ш类）已延续注册批准。
另有一项在研新产品处于临床试验后期。另外公司也在通过自主研发、委托开发、合作开发、投资并购等方式扩大产品与技
术范围。

（2）生产基地投入运营情况
公司利用募集资金新建的总建筑面积 4.5 万平方米的研发生产基地在 2018 年投入运营后，镜片生产线已完成了质量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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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考核和注册地址变更。新安装的全自动生产线和原有的生产线分别管理、同步运行，大大提高了生产能力和产品的稳定性，
可以保质保量完成 2019 年度的订单需求。并对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体系进一步规范化培训，完成内、外部的质量体系考
核。年产 80 万瓶护理产品的无菌生产车间、三大检验室的装修与设备安装已完成，通过了第三方专业权威检测机构的检测
与认证，将在 2019 年下半年正式投产。投产后，镜特舒冲洗液、深度洁净液，以及正在注册审评中的护理液将迁入新址生
产，同时也给正在研发中的新品预留了生产空间。这些生产能力的扩充为公司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强化技术推广和产品营销力度，实现销售成长
2019 上半年，公司继续通过技术推广、产品营销、增加营销服务终端等措施推动销售的增长。在技术推广方面，公司
协办安徽省近视治疗预防研究会举办了首届安徽近视防控高峰论坛，参加了国际眼科和眼视光学术大会（COOC2019）、全国
卫生产业协会视光分会年会、
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分会年会等全国性学术会议，
在这些会议上通过设置展台和专家讲座等活动，
对公司产品进行推广，尤其重点推出了 DreamVision GP 产品，在行业内产生了一定影响。公司在 2019 上半年度举办了 4
期角膜塑形初级技术培训班和 3 期中级技术培训班，参训人次超过 800 人。在产品营销方面，分别在 3 月和 6 月举办了年会
和商学院，参会的经销商及一线技术人员分别超过 1000 人和 400 人，对技术体系的强化和新产品的宣传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同时也给各地的合作伙伴提供了技术和营销经验的交流平台。
通过公司和经销合作伙伴们的共同努力，公司上半年度在全国新增加了几十家新的合作机构和营销服务网点，继续为
今后的业绩增长培育种子。

（4）投资和营销服务网络建设取得进展
按照公司的发展战略，公司通过投资入股和自建的方式，利用自有资金和募投项目资金推动营销服务网络的建设。上半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完成了 2 家医院、3 家门诊、7 家诊所和 16 家视光中心的投资和设立，截止报告期末，已在安徽、江苏、
湖北等地拥有眼科门诊部、诊所、视光中心、社区眼健康中心等约 100 家，增强了公司长远发展的动力和潜力。
新产品和新业务方面，完成了对 4 家公司的投资，涉及儿童台灯、视光检查设备、视觉训练软件、“互联网+”新业态建设，
公司同时在安徽省侨办和合肥高新区管委会的支持下建立了“医疗器械创新基地”，投资入股多家医疗器械类公司，并提供
试制平台、临床试验和注册申报、资金和销售渠道支持等方式孵化新产品，储备后续发展的动力。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合并资产负债表期初金额：其他流动资
产减少 662,000,000.00 元， 交易性金

（1）因报表项目名称变更，将“以公允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资产（负债）
”重分类至“交易性金融资

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产（负债）
”

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

融资产增加 662,000,000.00 元。母公司
资产负债表期初金额：其他流动资产减
少 653,000,000.00 元， 交易性金融资
产增加 653,000,000.00 元。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减少 6,650,000.00 元， 交易性金融负
债增加 6,65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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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重分类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本期无影响。

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
合并资产负债表期初金额：可供出售金

（3）非交易性的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
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

融资产减少 19,528,800.00 元， 其他
权益工具投资增加 19,528,800.00 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期初金额：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减少 19,528,800.00 元， 其
他权益工具投资增加 19,528,800.00
元。

（4）可供出售债务工具投资重分类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本期无影响。

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

（5）可供出售债务工具投资重分类为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本期无影响。

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
（6）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以摊余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本期无影响。

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
（7）将部分“应收款项”重分类至“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金融资产（债务工具）”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本期无影响。

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

（8）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
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债务工具）
”计提

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预期信用损失准备。

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

本期无影响。

合并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9）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列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列示；比
较数据相应调整。

款”期初金额 76,134,305.29 元，拆分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7 日召开了第二届

为“应收票据”0 元和“应收账款”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76,134,305.29 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

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账款”期初金额 21,386,402.25 元拆分

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

为“应付票据”0 元和“应付账款”
21,386,402.25 元。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期初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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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98,494.89 元，拆分为“应收票据”
0 元和“应收账款”32,998,494.89 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期初金额
4,117,930.36 元拆分为“应付票据”0
元和“应付账款” 4,117,930.36 元。
（10）
在利润表中投资收益项下新增“其
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
认收益”项目。比较数据不调整。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7 日召开了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本期无影响。

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7 日召开了第二届

（11）
“营业外收入”中债务重组利得重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分类 至“其他收益”

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本期无影响。

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
合并利润表上年同期数：将减：
“资产减
（12）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
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列示）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7 日召开了第二届

值损失”463,405.12 元调整加：
“资产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减值损失”-463,405.12 元；母利润表

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上年同期数：将减：
“资产减值损失”

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

171,672.24 元调整加：
“资产减值损失”
-171,672.24 元。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
》
（财会【2017】7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
》
（财会【2017】8号）
、
《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 年修
订）
》
（财会【2017】9号）
，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
》
（财会【2017】14
号）
（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于2019年1
月1日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新金融工具准则修订了财政部于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
《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
—金融资产转移》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以及财政部于2014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统称“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三个基本分类：
（1）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2）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及（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在新金融
工具准则下，金融资产的分类是基于本公司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及该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而确定。新金融工具准则
取消了原金融工具准则中规定的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三个分类类别。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已发生损失”模型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适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
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贷款承诺和财务担保合同。
新套期会计模型加强了企业风险管理与财务报表之间的联系，扩大了套期工具及被套期项目的范围，取消了回顾有效
性测试，引入了再平衡机制及预期成本的概念。
与2019年1月1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对
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进行追溯调整，将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2019年1月1日）的
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同时，本公司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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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30日，国家财政部印发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 号）
（以下简称“
《修订通知》”
）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和财会[2019]6 号《修订通知》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公司 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按照财会
[2019]6 号《修订通知》的规定编制执行。
2019年5月9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财会【2019】8号）
，根据要求，本公司对2019
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
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于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本准则。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2019年5月16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
（财会【2019】9号）
，根据要求，本公司对2019年1
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进
行追溯调整，本公司于2019年6月17日起执行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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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本期新增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本期纳入合并范围原因

1

福清康视眼科诊所有限公司

福清康视

投资设立

2

福州台江康视眼科诊所有限公司

台江康视

投资设立

3

南京梦视佳眼科有限公司

南京梦视佳

投资设立

4

淮安市梦视佳眼科有限公司

淮安梦视佳

投资设立

5

北京欧普康视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欧普

投资设立

6

池州康视眼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池州康视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7

池州视特佳眼科门诊有限公司

池州视特佳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8

安徽视特佳视光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视特佳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9

松滋市视佳医眼科门诊有限公司

松滋视佳医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0

淮南欧普康视视光科技有限公司

淮南欧普

投资设立

11

淮南视达康光学设备有限公司

淮南视达康

投资设立

12

宣城欧普百秀眼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宣城百秀眼健康

投资设立

13

宣城市口腔医院有限公司

宣城口腔医院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4

宣城市黄明礼口腔诊所有限公司

宣城口腔诊所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5

湛江歆瞳欧普眼视光诊所有限公司

湛江歆瞳

投资设立

16

湛江欧普眼视光诊所有限公司

湛江欧普眼视光

投资设立

17

宿州市康视视光科技有限公司

宿州康视

投资设立

18

天津欧普康视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欧普

投资设立

19

合肥明珠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合肥明珠医疗

投资设立

20

庐江康视眼科门诊有限公司

庐江康视

投资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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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合肥珍视视特佳视光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珍视

投资设立

22

合肥瞳美视特佳视光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瞳美

投资设立

23

西安市阎良区欧普康视眼科门诊有限公司

阎良欧普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4

西安市阎良区明视欣视觉健康有限公司

阎良明视欣

投资设立

2、本期减少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本期未纳入合并范围原因

1

宣城欧普康视眼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宣城眼健康

2019 年 2 月注销

2

宣城市黄明礼口腔诊所有限公司

宣城口腔诊所

2019 年 5 月注销

欧普康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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