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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2019年12月期 第三季度
決算概要



决算摘要（合并）

（百万日元
）

【业绩对比】 【各领域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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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期
第三季度累计

2019年12月期
第三季度累计 同比

销售额 38,040 33,750 △11.3%

营业利润 10,416 8,801 △15.5%

（营业利润率）
（27.4%

）
（26.1%

）
△1.3%

经常利润 10,913 9,148 △16.2%

归属母公司股东
季度净利润

7,952 7,469
△6.1

%

研发费 2,358 2,241 △5.0%

● 受中美贸易摩擦长期化的影响，顾客的设备投资出现减缓趋势，销售额与上年同期相比也有所减少。给

第三季度的销售额下降带来了影响。

● 营业利润保持了高水平，基本与上年持平。

● 智能手机销往美国、中国和韩国方面的销售势头良好，销售比率有所提高。

● 摄像头镜片、IoT、用于LED的产品也确保了销售额。

● 与2019年业绩估计相比，第三度累计率为销售额73%、经常利润81%、净利润89%。

其他

车载、生物识别等

摄像头镜片

智能手机

2019年12月期

第三季度累计销
售额

33,750
（百万日元）

2018年12月期

第三季度累计销
售额

38,040
（百万日元）



订单额及订单余额（2019年第三季度累计）

2017/12

第三季度累计
2018/12

第三季度累计
2019/12

第三季度累计

订单额及订单余额的推移
（百万日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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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额 订单余额

<2019年第三季度累计订单额>

●订单额同比减少35%，体现出2019年
第一季度和第三季度订单的减少。因
受中美贸易贸易的影响，顾客对设备
投资采取了保守态度。

●订单额构成为蒸镀装置与溅镀装置和
零部件服务的比例为5：4：1。

●智能手机确保了中国/韩国方面的订单
。美国方面今后备受期待。

●摄像头镜片方面，中国摄像头镜片厂
家的订单稳步增长。

● IoT方面确保了生物识别及车载的订单
。

●新型装置也确保了订单。



营业利润（2019年第三季度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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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日元）

2017/12

第三季度累计
2018/12

第三季度累计
2019/12

第三季度累计

营业利润的推移 <2019年第三季度累计营业利润>

●营业利润率保持高水平，达
26.1%（同比减少1.3%）

●成本率同比持平，为59.0%。

●销售管理费增加1.3%，是受销
售额减少的影响。



销售额（2019年第三季度）

（百万日元
）

销售额的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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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三季度销售额>

● 销售额同比减少。装置销售额主要是面
向中国、韩国和日本顾客。

● 销售额的一半为溅镀装置。

● 智能手机方面，在面向非北美的产品中
满足了3D、箱体背部玻璃、装饰膜、
摄像头模块的高功能化等需求。

● 摄像头镜片方面，加强智能手机功能用
的防反射膜成膜用产品销售势头良好。

● IoT领域通过车载、生物识别和光纤通
信确保了一定的销售额。

● LED方面，LED照明等销售势头良好。

● 新型装置计入了LED用DBR装置、车
载仪表板用成膜装置的销售额。



订单额及订单余额（2019年第三季度）

订单额及订单余额的推移

（百万日元）

7

订单余额订单额

<2019年第三季度订单额>

● 订单额同比减少。

● 从第二季度后半到第三季度，中美贸
易摩擦的影响愈发明显，顾客呈观望
态度，订单方面再次低迷。

● 但是，新技术及高功能成膜需求依然
强劲，顾客对高性能成膜装置的需求
还存在极大潜力。

● 无论是中国、韩国还是日本方面，展
望2020年都有出订单意向。



营业利润（2019年第三季度）

营业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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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日元）

营业利润的推移

营业利润率
<2019年第三季度营业利润>

●营业利润率为19.9%

（同比减少10.9%）

●成本率同比基本持平，为59.3%

。（同比59.2%）

●销售管理费增加10.8%，是受销
售额减少的影响。



财务状况

（百万日元）

・计入已验收销售额导致存货资产减少

・计入销售额导致预收款减少

・销售额回收速度加快，现金与存款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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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末 2019年9月末

金额 构成比 金额 构成比 增减金额

流动资产 48,142 86.5% 49,362 86.3% +1,219

现金及存款 15,740 28.3% 28,181 49.3% +12,440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6,837 12.3% 4,302 7.5% △2,534

存货资产 24,487 44.0% 16,247 28.4% △8,239

坏账准备 △420 △0.8% △364 △0.6% +55

其他 1,497 2.7% 995 1.7% △502

固定资产 7,501 13.5% 7,819 13.7% +317

资产合计 55,644 100.0% 57,181 100.0% +1,537

流动负债 25,922 46.6% 22,977 40.2% △2,944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652 3.0% 3,428 6.0% +1,776

短期有息负债 756 1.4% 527 0.9% △229

应付法人税 1,143 2.1% 457 0.8% △686

预收款 20,108 36.1% 16,611 29.0% △3,497

其他 2,261 4.1% 1,953 3.4% △307

固定负债 1,658 3.0% 1,626 2.8% △31

长期有息负债 233 0.4% 185 0.3% △47

其他 1,425 2.6% 1,440 2.5% +15

负债合计 27,581 49.6% 24,604 43.0% △2,976

净资产合计 28,062 50.4% 32,577 57.0% +4,514

负债净资产合计 55,644 100.0% 57,181 100.0% +1,5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