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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激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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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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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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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552005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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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智科技 股票代码 300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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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赞 李梦云 

办公地址 宁波高新区晶源路 9 号 宁波高新区晶源路 9 号 

传真 0574-87162028 0574-87162028 

电话 0574-87908260 0574-87908260 

电子信箱 investor@excitontech.cn investor@excitontech.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目前主要从事显示用光学膜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以“激情、创新、正直、负责”作为核心价值观，致力于“成为全球最大、最赢利和最受尊敬的功能性薄膜公司”，希

望通过领先的技术和产品，改善人类的生活。自成立以来，公司持续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精密涂布生产技术和终端应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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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技术不断提高，公司产品种类不断增加，产品系列不断丰富，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目前公司已发展成为业内领先的显示

用光学膜生产企业，未来我们将持续致力于研发创新，巩固公司全球高端显示用薄膜的领先地位。 

公司主要产品及其用途：公司主要生产光学膜产品，产品主要包括扩散膜、增亮膜、量子点薄膜、复合膜（DOP、POP

等）银反射膜、3D膜、保护膜、手机硬化膜等。上述光学膜产品被广泛用于电视、显示器、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

手机、导航仪、车载显示屏等各类显示应用领域。 

本报告期内，公司光伏背板膜已实现规模量产供货，并已实现向组件行业龙头企业稳定交货；全资子公司浙江紫光深度

开拓窗膜市场，车窗膜销售额取得较大增长,品牌进一步得到市场认可。 

公司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1）显示上游材料国产替代机遇。中国面板产能逐步提高，光学膜企业受益于上游材料国产替代化的大好发展机遇；

公司作为全球高端显示用薄膜领军企业，扩散膜目前全球市占率领先，本报告期内增亮膜亦取得较大增长。 

 (2）行业发展趋势因素。随着显示器行业轻薄化、大屏化、高色域化的推进，公司自主研发的COP、DOP、量子点膜、

3D膜等显示用高端光学膜需求数量持续提高。 

（3）产能增长因素。随着公司募投项目“光学增亮膜生产线建设项目”陆续投产，有效缓解增亮膜及复合膜等产品的产

能不足。 

（4）技术创新因素。量子点薄膜、复合型光学膜、高亮度光学扩散膜、光学多功能膜和光学增亮膜优化等多个研发课

题，取得突破性进展，相关产品在满足客户需求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了相应的市场占有率巩固公司全球高端显示用薄膜的领

先地位。 

（5）新产品的量产、储备。公司光伏背板膜及窗膜快速实现规模量产，背板膜产品已实现向组件行业龙头企业稳定交

货，其中TPE、TPO膜、反光膜测试性能行业领先，获得客户高度认可，窗膜品牌进一步获得市场认可，并将用途由汽车用

膜向建筑用节能膜用途扩展，另公司储备了新品光学膜、半导体制程膜、装饰膜、保护膜等新产品。  

（二）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公司下游产业为平板显示行业，随着国外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和终端消费类电子产品价格

下降的压力增加，平板显示产业向中国大陆转移的进程不断加快，产业链配套的光学膜产业及其加工产业也逐步向国内转移，

光学膜产业目前存在较大发展机会。为加快培育和发展新型显示产业，国家把新型显示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别强调要着

力突破LCD显示的产业瓶颈，提高我国当前主流显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国家的政策扶持，为国内LCD产业上游核心原材料、

产业配套关键装备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受益于液晶电视、电脑、手机等终端消费类电子产品市场需

求的强劲增长，LCD产业蓬勃发展，液晶模组市场需求逐年增加。鉴于OLED技术不够成熟且成本居高不下，同时LCD技术

本身不断向前发展，未来一段时期内LCD电视仍将处于绝对主导地位，LCD电视出货量将保持持续增长。其增长将有效带动

上游相关产业（如液晶面板、光学膜片等）市场需求的持续增加。 

公司所属行业的周期性特点：在LCD产业链中，光学膜企业生产出光学膜最终应用于液晶电视、液晶显示器、电脑、手

机等消费类电子产品，因此，光学膜行业与终端消费类电子产品行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联动性。消费类电子行业的特性是直

接面向消费者，从而不可避免地受宏观经济景气程度影响而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消费者可支配收入

增加，对消费电子产品的需求增加；在经济低迷时期，消费者收入下降甚至失业，对消费电子产品的需求降低。因此，处于

产业链上游的光学膜行业也会随着宏观经济景气周期的波动而波动。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因产业发展进程等原因，光学膜市场长期以来被国外企业所垄断，美国3M以及日本、韩国和中国

台湾企业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公司作为国内较早从事光学膜研发、生产、销售的企业，其自主创新能力、技术水平、产

品品质、新品开发、市场地位均为国内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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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908,443,997.71 738,284,537.12 23.05% 611,382,286.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630,680.08 60,421,034.24 -29.44% 59,252,649.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32,181,156.37 33,743,377.44 -4.63% 47,646,7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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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955,611.71 45,456,781.75 -174.70% -33,278,791.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0.38 -28.95% 0.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 0.38 -28.95% 0.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7% 10.13% -3.26% 19.67%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898,897,869.41 1,605,606,265.76 18.27% 1,369,241,534.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20,425,619.57 634,144,974.40 -2.16% 561,032,180.5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76,864,411.28 181,019,729.15 284,453,272.04 266,106,585.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330,926.57 11,271,708.43 20,781,032.85 -3,752,987.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948,674.13 12,650,612.16 17,055,166.23 -9,473,296.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538,618.02 -8,624,071.27 -9,461,253.93 -4,331,66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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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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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6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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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张彦 境内自然人 20.11% 31,218,171 30,227,594 质押 22,516,000 

TB Material 

Limited 
境外法人 12.91% 20,037,615 0   

叶伍元 境内自然人 8.88% 13,775,128 10,331,346 质押 12,186,849 

俞根伟 境内自然人 8.88% 13,775,128 10,331,346 质押 11,472,499 

北京沃衍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19% 11,153,812 0   

宁波激扬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27% 9,726,947 9,726,947 质押 8,500,000 

宁波群智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31% 5,133,375 0 质押 3,40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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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丽君 境内自然人 3.15% 4,895,236 0   

佛山达晨创银

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1% 3,737,723 0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四组合 
其他 1.02% 1,588,67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张彦直接持有宁波激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股份 50.41%，通过宁波江北创智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宁波激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股份 6.26%。张彦是宁波激扬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张彦和宁波激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为关联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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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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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8年，公司面临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财务费用上升等诸多不利因素影响，公司管理层坚定执行董事会年初制定的经

营计划，坚持以致力于成为“全球最大、最赢利和最受尊敬的功能性薄膜公司”为目标，充分整合资源、技术、市场等多方优

势，在保持显示领域领军地位的同时，公司将运用多年积累的研发、技术及精细化管理经验，布局发力新兴产品领域，进一

步拓展公司业务范围、完善业务布局，为公司股东争取更大回报。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且顺应行业发展趋势，稳步实施公司战略，提高公司经营业绩。公司布局

的新产品光伏背板膜在报告期末，实现了大规模的量产供货，并已向组件行业世界领先企业稳定交货，TPC、TPO、反光膜

等经客户验证后，产品性能被认可为行业领先水平。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0,844.4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05%；但由于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财务费用上升，

以及由于限制性股票激励取消导致的股份支付费用一次性摊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4,263.07万元，较上年同期

下降29.44%。增亮膜实现销量4,403.79万平米，较去年同期增长29.89%，销售额实现44,824.73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4.38%；

除车窗膜外，公司量子点、复合膜等新产品实现销售额7757.79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3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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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相关主要情况如下： 

（一）显示材料仍有较大增长空间，持续前瞻性布局 

规模化产品持续增长：增亮膜产品仍存在较高壁垒，国产替代仍存较大空间，报告期内，增亮膜销量取得29.89%的增

长，公司扩散膜产品目前市占率领先，销售量与上一年度基本持平。公司将通过精细化管理、以及通过自主研发、整合产业

链原材料，提升产品利润率水平。 

复合膜：为顺应未来大屏、轻薄化趋势，公司高度重视复合膜产品的研发、更新，公司目前COP（核心层衍生产品）、

DOP等复合膜均已量产出货，MOP等产品也获得客户认可并将量产交货。 

高色域产品-量子点膜及OLED发光材料：公司量子点膜销售较上一报告期取得较大增长，客户及市场认可度逐步提升，

报告期内开始进入收获期。目前海信、冠捷等客户已量产出货，并已通过BOE、TCL、PPTV、友达、兆驰、VIZIO、SONY、

熊猫、联想、PHILIPS等公司的验证。公司亦通过对外股权投资布局了OLED发光材料及硅基OLED，充分把握应对未来显示

发展大机遇，报告期内均取得重要进展。 

（二）新事业部及对外投资布局 

公司积极将涂布等核心技术及精细化管理经验应用于其他领域具有较大成长空间的产品，报告期内公司新产品取得重大

进展。 

光伏事业部：2017年公司与宁波广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出资设立子公司宁波激阳，公司积极拓展太阳

能背板基膜等产品，进军新能源领域。本报告期内，公司已实现光伏背板膜的量产供应，并在报告期末，向组件龙头企业达

到单月百万平级别的交货，TPC、TPO、反光膜等产品经客户验证后，产品性能被认可为行业领先水平。 

窗膜事业部： 2017年收购完成后，浙江紫光成为全资子公司，公司进入汽车窗膜和建筑窗膜领域，报告期内，紫光实

现销售收入4708.54万元，净利润1448.96万元，窗膜品牌进一步获得市场认可。 

投资布局： 

OLED发光材料: 激智科技、张彦先生以及宁波高新区投资有限公司等作为LP的宁波沃衍投资OLED发光材料公司宁波

卢米蓝新材料有限公司在报告期内实现规模量产能力，并已实现向客户交货。 

上游PET基膜: 公司通过宁波沃衍投资的宁波勤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报告期内获得了量产能力的进一步提升,目前

年产能达5万吨。 

硅基OLED微型显示技术：硅基OLED 微显示器主要应用于头盔显示、智能眼镜、电子取景器、VR/AR 等领域的近眼

显示系统以及其它需要超小型、高分辨显示的应用领域，2018年5月，合肥视涯完成两期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目前注

册资本为74763万元，公司目前持有其4.01%的股权。 

公司将进一步通过自主研发创新及投资布局完善公司在显示行业产业链的业务布局，充分整合资源、技术、市场等多方

优势，与公司现有业务实现协同发展。 

（三）新兴领域产品储备 

在保持光学显示材料领军地位的同时，公司目前重点研发及测试的新兴领域的功能性薄膜产品包括：高端汽车用薄膜（包

括窗膜、车衣、装饰膜等）、PET基膜、新一代太阳能背板用薄膜等、保护膜、半导体用薄膜等材料。公司将合理配置资源，

积极推进新产品研发、量产的进度。 

（四）研发专利 

公司2018年研发投入7,124.55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0.09%。公司一直专注于功能性薄膜的研发，重视研发投入及增强

创新能力。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已取得专利47项，其中发明专利43项。公司创始核心团队包括“国家千人计划科学家”、“国

家万人计划科学家”等专家教授级科学家，团队注重下一代研发骨干创新能力培养，建立有效的培养及激励制度，如按取得

的经济效益直接奖励等。 

本年度报告期内，公司取得的专利情况如下表：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权人 授权公告日 

1 201510179341.4 一种匀光膜及使用该匀光膜的

照明设备和显示器的背光源 

发明 宁波江北激智新

材料有限公司 

2018年4月27日 

2 201510179199.3 一种匀光膜及使用该匀光膜的

照明设备和显示器的背光源 

发明 宁波江北激智新

材料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4日 

3 US 9964685B2 一种色度坐标和色域范围可调

的荧光薄膜 

美国发明 宁波江北激智新

材料有限公司 

2018年5月8日 

4 201510258959.X 一种防蓝光的透光膜或板及其

应用 

发明 象山激智新材料

有限公司 

2018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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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510257196.7 一种防蓝光的光学薄膜及其应

用 

发明 象山激智新材料

有限公司 

2018年6月1日 

6 201510611020.7 一种减干涉光 

学增亮膜 

发明 宁波激智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10日 

7 201510611858.6 一种减干涉光 

学增亮膜 

发明 宁波激智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30日 

8 201610463308.9 一种高机械稳定性的光学薄膜

堆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 宁波激智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18年6月1日 

9 201721719221.X 一种三棱镜结构及一种三棱镜

阵列 

实用新型 宁波激智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31日 

10 201721719055.3 一种用于平行光路修饰的光学

反射结构及一种凹弧面反光元

件 

实用新型 宁波激智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27日 

11 201820626421.9 一种涂布机用新型料槽 实用新型 宁波激智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18年4月28日 

12 ZL201610093198.1 一种隔热光学薄膜材料 发明 浙江紫光科技有

限公司 
2018年5月8日 

（五）管理提升 

公司坚持以品质管理和研发创新为动力、聚焦为客户创造价值，持续加强团队专业化提升和能力培养，把“激情、创新、

正直、负责”的核心价值观，真正的融入到公司的日常经营及决策中。公司不断健全完善事业部制度，在合理管理架构的前

提下，充分放权事业部的发展。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光学薄膜 878,717,027.80 223,462,115.96 25.43% 21.32% 6.01% -3.67%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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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

“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

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和

“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

据及应付账款”；“应收利息”和

“应收股利”并入“其他应收款”列

示；“应付利息”和“应付股利”并

入“其他应付款”列示；“固定资产

清理”并入“固定资产”列示；“工

程物资”并入“在建工程”列示；

“专项应付款”并入“长期应付款”

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决议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

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本

期金额645,856,127.14元，上期金

额503,345,043.85元；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

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本

期金额516,850,070.10元，上期金

额391,735,634.50元； 

调增“其他应收款”本期金额0.00

元，上期金额0.00元； 

调增 “ 其他应付款 ” 本期金额

789,638.77 元 ， 上 期 金 额

391,477.73元； 

调增“固定资产”本期金额0.00元，

上期金额0.00元； 

调增“在建工程”本期金额0.00元，

上期金额0.00元； 

调增“长期应付款”本期金额0.00

元，上期金额0.00元。 

（2）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

项目，将原“管理费用”中的研发

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用”单独列

示；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下新

增“其中：利息费用”和“利息收

入”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决议 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

71,245,452.81元，上期金额

54,766,870.94元，重分类至“研发

费用”。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新增

“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

收益”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决议 “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

收益”本期金额0.00元，上期金额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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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上年相比，本年度减少合并单位1家，原因为：2013年3月，公司出资设立江苏激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江苏激智”，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公司从江苏激智设立开始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2017年12

月，江苏激智办妥工商注销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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