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

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信建投”或“本保荐机构”）作为彩

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彩虹股份”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

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对彩虹股份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282 号）核准，彩虹股份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 股）285,163.2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 1,922,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1,904,066.59 万元。以上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并由大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7年 9月 26日出具了大信验字[2017]第 1-00158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根据发行方案，本次募集资金拟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亿元） 

以募集资金投入 

（亿元） 

1 
增资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建设 8.6 代薄

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TFT-LCD）项目 
280.00 140.00 

2 
增资彩虹（合肥）液晶玻璃有限公司，建设 8.5

代液晶基板玻璃生产线项目 
60.03 52.20 

总计 - 192.20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按照实际募集资金对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投资方案进行调整，其中：增资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彩虹光电”）建设 8.6 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TFT-LCD）项目，以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由 140 亿元调整为 138.69 亿元；增资彩虹（合肥）液晶玻璃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液晶公司”）建设 8.5 代液晶基板玻璃生产线项目以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由 52.20 亿元调整为 51.71 亿元。 

公司已完成向彩虹光电增资 138.69 亿元。彩虹光电 G8.6 液晶面板生产线项

目历经 18 个月建设，已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提前点亮投产，该产线主要生产

50 英寸及以上高清、超高清显示面板，2018 年 7 月末项目一期已达产，二期项

目正在建设中，预计 2018 年年底全线达产。 

公司计划以募集资金 51.71 亿元向合肥液晶公司增资，建设 8.5 代液晶玻璃

基板生产线项目，该项目已完成前期论证工作，明确了建设方案、技术路线，计

划于近期投入建设。截至目前，公司已经完成对合肥液晶公司的资产评估工作，

并经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确认资产评估结果的议案》，

将于近期对合肥液晶公司实施首次增资，增资金额为 10 亿元人民币。 

为满足彩虹光电 8.6 代面板项目量产时对玻璃基板的需求，从而发挥供应链

上游的优势，形成上下游整体配套的产业格局，同时结合目前国内 8.5 代以上面

板生产线及市场布局的变化，公司拟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进行变更，变更后

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向彩虹光电增资 34,790 万元，用于彩虹康宁（咸阳）

合资公司项目生产厂房及附属设施建设。 

本次募集资金变更拟投资金额合计 34,790 万元，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1.83%。 

本次募集资金变更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具体情况 

（一）原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公司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为向合肥液晶公司增资，建设 8.5 代液晶基板

玻璃生产线项目。 

该项目实施主体为合肥液晶公司，建设地点为合肥液晶公司厂区内，预计新

建面积约 88,496 平方米，项目建设周期为 15 个月，主要建设内容为 8.5 代玻璃

基板生产线，包括 6 条热端线和 3 条后加工生产线，其中 4 条热端线兼容尺寸为

2,250mm×2,600mm 的 8.6 代玻璃基板。项目达产后形成年产 349 万片 8.5 代玻

璃基板的产能。该项目已获得合新站国用（2010）第 1 号土地使用权证，已获得



合肥新站综合开发试验区经贸发展局出具的合综试经[2016]103 号《关于彩虹（合

肥）液晶玻璃有限公司 G8.5 液晶基板玻璃建设项目备案的通知》，并已获得环

建审（新）字[2016]135 号环评批复。该项目达到设计生产能力后的财务内部收

益率为 18.86%，将有助于公司改善经营业绩，提高盈利能力。公司目前已完成

8.5/8.6 代玻璃基板生产线建设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将于近期启动项目建设。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向合肥液晶公司实施增资。 

（二）变更的具体原因 

近年来国内 G8.6/G8.5 基板市场需求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多家面板企业相继

建成，开始批量生产。公司控股子公司彩虹光电建设的 8.6 代面板项目目前已全

面进入试生产阶段，2018 年 7 月末项目一期已达产，二期项目正在建设中，预

计 2018 年年底全线达产。 

按照原项目计划 8.5代玻璃基板生产线项目建成后将主要为包括南京中电熊

猫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8.5 代 TFT-LCD 面板生产线提供配套玻璃基板产品。

为满足彩虹光电及其他下游公司 G8.6 面板项目对玻璃基板的需求，从而发挥供

应链上游的优势，形成上下游整体配套的产业格局，公司分别在成都、咸阳与康

宁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建设 8.6+代 TFT-LCD 玻璃基板后段加工生产线。为配合彩

虹康宁（咸阳）合资项目建设，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增资彩虹光电用于建

设彩虹康宁（咸阳）合资项目生产厂房及附属设施。 

（三）变更募集资金项目的具体内容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以募集资金投入 

1 
增资彩虹光电，建设彩虹康宁（咸阳）

合资项目生产厂房及附属设施 
34,790.00万元人民币 34,790.00 万元人民币 

总计 34,790.00万元人民币 34,790.00 万元人民币 

1、投资项目概述 

近年来，国内 8.5/8.6 代基板市场需求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多家面板企业相

继建成，开始批量生产。公司控股子公司彩虹光电投资建设的 8.6 代薄膜晶体管

液晶显示器件项目已经投产，预计 2018 年底全面实现量产。为推进和加快彩虹



康宁（咸阳）合资项目的实施，满足彩虹光电 8.6 代面板项目量产时对基板玻璃

的需求，从而发挥供应链上游的优势，形成上下游整体配套的产业格局，公司拟

以现金方式对彩虹光电增资人民币 34,790 万元，用于建设彩虹康宁（咸阳）合

资项目配套生产厂房及相关辅助设施，项目建成后用于租赁给彩虹康宁（咸阳）

合资项目公司使用。 

本次投资行为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①彩虹光电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 年 11 月 13 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地：咸阳市高新区高科一路 

法定代表人：陈忠国 

注册资本：1,389,937 万元 

经营范围：TFT-LCD 面板和模组、液晶显示器、电视机、移动终端、平板

显示专用设备、仪器仪表及配件的研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②彩虹光电的股东情况 

彩虹光电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增资前，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彩虹股份 1,386,937 99.78% 

咸阳市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2,143 0.15% 

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857 0.06% 

合计 1,389,937 100.00% 

本次向彩虹光电增资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彩虹股份 1,421,362 99.79% 



咸阳市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2,143 0.15% 

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857 0.06% 

合计 1,424,362 100.00% 

注：1、彩虹光电其他股东已同意放弃本次同比例增资的权利。 

2、根据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天华资评报字[2018]第 1539 号资产

评估报告，拟定对彩虹光电上述增资额按照 1.0106:1 的比例折算出资。 

③彩虹光电最近两年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467,742 709,001 

负债总额 1,089,168 709,827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90,000 79,500 

流动负债总额 965,870 630,327 

资产净额 1,378,573 -826 

资产负债率 44.14% 100.12%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营业收入 200.17 - 

净利润 -7,537.39 -3,825.69 

注：以上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3、具体投资项目 

为推进和加快彩虹康宁（咸阳）合资项目的实施，满足彩虹光电 8.6 代面板

项目量产时对基板玻璃的需求，从而发挥供应链上游的优势，形成上下游整体配

套的产业格局，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对彩虹光电增资人民币 34,790 万元，用于建

设彩虹康宁（咸阳）合资项目生产厂房及相关辅助设施，项目建成后用于租赁给

彩虹康宁（咸阳）合资公司使用。 

本项目位于咸阳高新区电子信息产业园内，星火大道以南，科技大道以北，

高科二路以西，高科三路以东。项目包括彩虹康宁（咸阳）合资项目生产厂房和

相关辅助设施两部分，共占地约 171 亩。 

4、资金预算 

本项目预计总投资 34,790 万元，其中征地费用为 5,130 万元，建设费用为

29,660 万元。 

5、投资进度及项目建设期 



①项目建设周期 

本项目建设包括彩虹康宁（咸阳）合资项目生产厂房和相关辅助设施两部分，

需进行厂房规划设计、土地规划许可、动能装备采购/安装、工程合同签订/施工

等过程。本项目从立项到交付彩虹康宁（咸阳）合资项目公司使用预计为 13 个

月。 

②进度计划安排 

项目进度计划根据总建设工期编制，影响本项目进度计划的主要因素是前期

立项工作的时间和土建实际开工日期。公司将抓紧与各主管部门办理前期手续和

协调土建进驻时间，以便确保项目进度按计划实施，缩短建设周期，确保彩虹康

宁（咸阳）合资项目的顺利实施。 

6、市场定位及可行性分析 

目前，随着全球各大面板厂商纷纷来华投资、新的面板厂投产，对 8.5 代及

以上玻璃基板的需求会继续增长，彩虹康宁（咸阳）合资项目的市场前景广阔。 

随着市场对 8.5/8.6 代基板玻璃需求的持续增加，彩虹康宁（咸阳）合资项

目的市场潜力巨大。作为该项目的配套建设部分，本项目建成后将以合理的价格

出租给合资公司使用，市场风险较低。 

四、新项目的市场前景和风险提示 

（一）市场前景 

随着大尺寸显示屏量产技术改进以及产品应用的多元化，全球 TFT-LCD 产

业的大尺寸产品发展势头强劲，对 8.5 代/8.6 代玻璃基板的需求会持续增长，市

场前景广阔。 

公司与康宁公司的合资合作，有利于进一步调整和升级公司产品结构，有助

于增强公司在行业内的竞争优势。同时也为公司与康宁公司的后续合作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将进一步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品牌影响力以及公司的市场竞

争力。 

（二）风险因素 



本项目各方合作期间为 20 年，周期较长，存在着合作期间行业及市场变化

而导致项目经济效益无法部分或全部实现的风险。 

五、新项目的批准及审批情况 

本次拟变更的投资项目为彩虹康宁（咸阳）合资项目配套建设生产厂房及附

属设施，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出具了同意意见，且公司将就此事项召开股东

大会进行审议，履行程序完备、合规。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符合《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规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和发展需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未违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关于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的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俞康泽孙琦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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