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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50                               证券简称：深天马 A                         公告编号：2017-030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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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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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泽桐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陈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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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401,098,74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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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天马 A 股票代码 00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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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颖 胡茜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马家龙工业城 64 栋 7 楼 深圳市南山区马家龙工业城 64 栋 7 楼 

传真 0755-86225772 0755-86225772 

电话 0755-86225886 0755-26094882 

电子信箱 sztmzq@tianma.cn sztmzq@tianma.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16年，公司聚焦以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为代表的移动智能终端市场和以车载、医疗、POS、HMI等为代表的专业显示

市场的整体布局，并积极进入智能家居、智能穿戴、AR/VR、无人机、充电桩等新兴市场。公司经营管理的产业基地分布

在深圳、上海、成都、武汉、厦门、日本等六地，在欧洲、美国、日本、韩国、香港、台湾等主要发达国家与地区设有全球

营销网络和技术服务支持平台，为近千家中高端客户提供全方位的客制化显示解决方案和快速服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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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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10,736,756,430.53 10,530,002,722.04 1.96% 9,322,363,339.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9,177,393.37 554,675,486.95 2.61% 612,655,98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4,128,931.96 28,810,507.95 782.07% 23,801,742.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0,606,988.61 4,459,078,027.82 -78.01% 1,385,683,779.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062 0.4901 -17.12% 0.71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062 0.4901 -17.12% 0.71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1% 6.61% -2.40% 14.09%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总资产 21,679,336,300.21 21,628,692,219.70 0.23% 15,692,498,58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758,959,516.58 13,248,334,172.36 3.85% 8,147,270,3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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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1,540,177.17 2,518,913,039.83 2,782,959,249.49 2,983,343,96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885,529.26 173,811,362.74 112,981,125.05 191,499,376.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853,769.06 64,610,890.06 63,785,683.31 146,586,127.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2,563,612.22 -566,560,183.78 1,162,515,777.23 1,397,215,0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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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5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68,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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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航国际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81% 291,567,326 29,590,540 - 0 

湖北省科技投 国有法人 9.47% 132,682,883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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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集团有限公

司 

中国航空技术

深圳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79% 81,075,304 81,075,304 - 0 

中国航空技术

国际控股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5.56% 77,895,877 77,895,877 - 0 

武汉光谷新技

术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3% 57,912,470 57,912,470 - 0 

平安大华基金

－平安银行－

深圳平安大华

汇通财富管理

有限公司 

其他 3.84% 53,872,053 53,872,053 - 0 

深圳市通产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4% 48,251,364 0 - 0 

成都工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2% 28,300,007 0 - 0 

北京泰生鸿明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其他 1.92% 26,936,026 26,936,026 质押 26,936,026 

华夏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万能保险产

品 

其他 1.92% 26,936,026 26,936,026 -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第四名股东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第三名股东中国航空技

术深圳有限公司 100%的股份、持有第一名股东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7.5%的股份，第

三名股东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持有第一名股东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3.93%股

份，上述三名股东存在关联关系，也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也均与第一、三、四名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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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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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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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6年，显示行业受新一波产业整合、产线与产品调整和中国智能手机需求升温的影响，整体供需情况转趋紧张。在移

动智能终端市场，高规格、集成触控等差异化需求快速增长，中高端市场加速向以LTPS、AMOLED为代表的先进显示应用

技术切换，In-cell、On-cell内嵌式触摸屏成为市场主流，这些为公司经营管理的LTPS、AMOLED产线及触控一体化产品带

来发展机遇。在专业显示市场，车载市场需求随着车内TFT搭载率提高而快速提升，自动驾驶及新能源汽车等新兴应用领域

刺激车内显示屏向多屏、大屏、触控化发展，市场成长迅速；工业品市场在轨道交通、航空、航海等细分市场的带动下继续

稳定成长。此外，智能家居、智能穿戴、AR/VR等新兴市场方兴未艾，为公司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面对市场机遇和挑战，公司聚焦以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为代表的移动智能终端市场和以车载、医疗、POS、HMI等为代

表的专业显示市场的整体布局，并积极进入智能家居、智能穿戴、AR/VR、无人机、充电桩等新兴市场，向在全球范围内

提供显示解决方案和快速服务支持的创新型、科技型领先企业的战略目标加速迈进。经营方面，公司坚持“抓市场、强能力、

优成本”的战略主题，在保障公司稳健经营发展的同时，实现业绩稳定增长；客户方面，紧跟行业主流客户，客户结构持续

优化，积极进入高端产品线；文化方面，公司坚持“激情、高效、共赢”的核心价值观，致力成为备受社会尊重和员工热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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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显示领域领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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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晶显示屏及液

晶显示模块 
10,648,018,048.29 8,532,798,106.67 19.86% 2.21% -2.59%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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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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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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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8月5日公司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2016年8月23日召开的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吸

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深圳光电子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深圳光电子，合并完成后，本公司为合并后存续公

司。截至本报告期末，深圳光电子已注销，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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