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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707                    公司简称：彩虹股份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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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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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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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虹股份 60070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龙涛 郑涛 

电话 （029）33332866 （029）33333853、33333109 

传真 （029）33332028 （029）33332028 

电子信箱 gfoffice@ch.com.cn gfoffice@ch.com.cn 

1.6  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批准，鉴于公司 2015 年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余额为

负，因此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亦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计划。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本公司作为中国显示器件行业的一支重要力量，是我国显示器件领域中最具竞争力的企业之

一，公司主要业务为液晶基板玻璃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液晶基板玻璃是平板显示产业不可或缺

的关键性材料，是液晶面板的重要组件。公司是中国第一家，全球第五家拥有该生产技术和生产

能力的企业，填补了国内在该领域的空白。通过走自主创新之路，公司形成了自主知识产权，突

破了众多技术瓶颈，是国内最具竞争力的专一电子平板玻璃制造商。公司主要产品为 G5、G6 和

G8.5 液晶基板玻璃，产品主要销往国内外液晶面板厂商用于液晶面板的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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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立足于自主创新，注重加强和提升基础研究能力，系统评估设计、安装、工艺等方案，

实现了线体达产时间不断缩短、装备水平不断提高的目标。通过与外部科研机构、公司协作，核

心技术攻关取得了有效突破，从而使 G5、G6 液晶基板玻璃关键技术在多线体上成功复制，产品

良率不断提升，为实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2015 年，随着公司产业结构调整、优

化的推进，新投资的 G8.5 液晶基板玻璃后加工生产线建设已于 12 月份完成，目前进入量产调试

阶段。公司产品结构趋于更加合理，市场占有率稳步攀升，竞争能力显著增强。 

公司的经营模式为自主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液晶玻璃基板产品。结合客户需求及市场

形势，重点推行“营销突破+技术改善”的营销方式，对外不断认证新机种，深挖拓展客户潜能，对

内协调生产工厂对接客户，推进产品技术改造升级，提升产品硬实力。通过整合内外部资源，提

高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彩虹基板玻璃产品的综合竞争实力。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6,151,712,006.02 5,763,023,454.16 6.74 7,347,962,949.55 

营业收入 234,899,471.66 159,557,602.14 47.22 239,598,985.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215,832.47 -1,024,332,779.38 不适用 74,795,629.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5,023,937.04 -938,647,079.96 不适用 -225,809,646.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62,759,703.16 1,411,193,870.69 10.74 2,044,520,468.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8,581,487.15 -145,986,676.67 不适用 37,766,808.79 

期末总股本 736,757,688.00 736,757,688.00 0.00 736,757,688.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1.39 不适用 0.1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1.39 不适用 0.1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0 -66.85 增加70.35个百分点 3.84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40,980,028.39 65,525,754.07 59,784,404.32 68,609,284.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024,491.37 -83,909,484.76 -73,380,039.56 280,529,848.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3,852,367.02 -85,069,630.54 -124,544,308.56 -41,557,630.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39,040.26 -57,640,563.29 -46,923,051.72 -42,556,9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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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数据中第二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存在差异，主要原因是：公司审计机构在年

度审计中，对公司控股子公司电子玻璃公司 2015 年上半年发生的铂金贸易收入重新进行了确认，

公司根据年审结果对第二季度收入、利润数据相应进行了调整。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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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2,17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0,01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81,260,000 181,260,000 24.60 0 质押 90,630,000 国有法人 

彩虹集团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00,529,125 35,375,673 4.80 0 质押 35,375,673 国有法人 

中国农业银行－华夏平稳增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268,630 0.85 0 无 0 其他 

杨玲 180,000 5,250,000 0.7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晓晖 1,522,400 4,700,000 0.6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朱富丽 -1,980,000 4,500,000 0.6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红利混合

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3,761,350 0.51 0 无 0 其他 

大成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1,828,868 2,670,471 0.36 0 无 0 其他 

陈永淑   2,330,000 0.3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汇丰环球投资管理(香港)有限

公司－汇丰中国翔龙基金 

  
2,163,725 0.29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电彩虹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的控股子公司；彩虹集团

为彩虹电子的控股股东。中电彩虹与彩虹电子为本公司关联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中电彩虹和彩虹电子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情况。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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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基板玻璃产业既是彩虹振兴的重要支柱，更是国家平板显示产业链安全的重要保障。2015

年，公司认真贯彻“解放思想、用心经营”的工作理念，坚决落实决战转型工作部署，加快技术

提升和项目建设，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基板玻璃业务新突破。 

2015 年，公司认真贯彻解放思想，开放合作的工作理念，全力推动项目建设，加快产业结构

调整。报告期内，公司玻璃基板运行产线的良率稳定在较高水平，新线体复制优化技术明显提高，

线体爬坡时间缩短。随着各项新技术的成熟应用，产线窑炉寿命不断提高。目前公司投入运营的

液晶基板玻璃生产线平稳运行，CH04 线于 6 月 29 日点火后仅用 1 个月即达产，产销规模大幅提

升。同时，公司加快产业改造升级，投资建设的 G8.5 后加工线已于年底完成安装、调试开始投入

试生产。 

2015 年，公司加强交流与合作，持续开展核心技术攻关，产线良率显著提高。全面推进平板

显示基板玻璃工艺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建设，研发体系和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公司大力引进

外部专家团队和高端技术人才、强化外部科研院所合作，培育内部人才梯队、健全和优化公司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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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体系和流程，提升公司核心研发能力。 

报告期内，为了集中精力做强主业，盘活存量资产，公司之控股子公司陕西彩虹电子玻璃有

限公司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其拥有的 CX01 生产线、CX03 生产线相关设备及专利技术转让给彩

虹集团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后，公司资产运营效率、盈利能力得到改善。公司将集中优质资

源着力建设高世代液晶基板玻璃生产线，强化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提升公司的可持续经营能力。 

2015 年，公司基板玻璃产量同比增长 80.73 %，销售量同比增长 62.94%。其中 G6 产品通过

主力机种认证，快速打开销量，同比增长 162%。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总收入 23,490 万元，较上

年增长 47.22%。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重大资产出售，使 2015 年度整体经营业绩扭亏为盈，归属

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5,021.58 万元。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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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应当说明情况、

原因及其影响。 

无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无 

7.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集团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控股子公司陕西彩虹电子玻璃有限公司，三级公司彩虹（张家

港)平板显示有限公司、彩虹（合肥）液晶玻璃有限公司 。与上年相比，由于 2014 年 4 月本

公司将持有的彩虹（佛山）平板显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平板”）转让给关联方彩虹集

团公司，2014 年 7 月彩虹（佛山）平板显示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平板玻璃”）清算

注销，故本期末佛山平板、佛山平板玻璃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

说明。 

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

带强调事项的审计报告，为此说明如下： 

1、董事会认为，审计意见强调事项客观地反映了公司的经营现状，揭示了公司主营业务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存在的机遇与风险。 

2、公司液晶玻璃基板业务经过近年生产运营、创新改进和反复实践，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

液晶基板玻璃生产线良品率显著提升，产销规模大幅提高，液晶玻璃基板业务日趋成熟和稳

定。公司通过自主研发和引进技术相结合的原则，已基本掌握了高世代基板玻璃工艺技术；

平板显示玻璃工艺技术工程实验室获得国家发改委的批准建设，也有力地提升了公司在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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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争实力。 

3、董事会和经营层已经制定了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通过持续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加快产业

改造升级，快速实现技术突破，为稳定提升良率奠定基础；积极全力推进国家工程实验室建

设，提升研发体系和技术创新能力，以市场为导向，提升产业升级进度，提高产品竞争力，

改善和扩大新产业经营成果。 

监事会审阅了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5年度财务报告出具的审计报

告，特别关注了其中的强调事项段。监事会认为：董事会就审计报告涉及强调事项段的说明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为改善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提升经营成果，董事会和经营层已针对公

司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制定了积极的措施，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监事会将继续积极履

行监督职责，持续关注公司相关措施的推进工作，同时督促公司依法规范运作，切实维护投

资者的利益。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3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