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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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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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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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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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批准，鉴于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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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基本情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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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 陕西省咸阳市彩虹路一号 陕西省咸阳市彩虹路一号 

电话 （029）33332866 （029）33333853、33333109 

电子信箱 gfoffice@ch.com.cn gfoffice@ch.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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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经营模式 

本公司是我国显示器件领域中最具竞争力的企业之一，主要业务为液晶玻璃基板的研发、生

产与销售。液晶玻璃基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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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破国际垄断。公司主要产品为 G4.5、G5、G6 和 G8.5 液晶玻璃基板，产品主要销往国内外液晶面

板厂商，用于液晶面板的制造。随着公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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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晶玻璃基板产业是公司作为央企战略地位和战略价值的重要体现。公司秉持开放、创新、

协同、共享理念，汲取经验，整合资源，以开放的联合发展模式进行运作，加快自主创新，探索

经营路径，不断突破产业瓶颈，通过自身不懈努力做强玻璃基板产业，切实保障国家平面显示产

业战略安全。 

公司通过自主创新和外部技术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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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强彩虹玻璃基板产品的综合竞争实力。 

（二）行业情况 

近年来受益于终端消费市场对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液晶电视、笔记本电脑等电子产品需求

持续增长，带动平板显示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据 IHS DisplaySearch 预计 2017 年全球平板显示设备

出货量较 2013 年增长 57%，收入达到 1290 亿美元。液晶平板显示器件在全球显示器件市场中仍

占具主导地位， TFT-LCD 液晶玻璃基板 2017 年需求持续增长，预测增幅维持 4%。高清晰图像画

面显示技术促使新型 IGZO、LTPS、OLED 技术迅速提升、市场快速增长，2017 年产能逐步释放。

从供需关系、价格走势、企业业绩等方面综合来看，整个液晶面板与玻璃基板行业仍将保持较为

理想的运行态势，预计全球液晶面板产能增速 2%，需求增速 5%，总体呈现紧缺格局。 

1、 大尺寸 TFT-LCD 面板集中建设,玻璃基板市场前景广阔。 

目前大尺寸 IGZ0、a-si TFT-LCD 面板是国内平板显示产业建设的热点，国内已建成量产的 G8.5

（G8.6/8.7）面板线达 8 条，在建 4 条，目前年需求 G8.5 玻璃基板 1872 万片，折合面积 1.02 亿平

方米，随着新产线产能在未来三年逐年释放，未来 G8.5（G8.6/8.7）玻璃基板年需求量将达到 2900

万片，折合面积 1.59 亿平方米，需求增幅达 54.9%，占全球玻璃基板总需求量的 30.5%。在建

G10.5/G11 面板线 4 条，未来产能释放后年需求 G10.5/G11 玻璃基板 936 万片，折合面积 9273 万

平方米，占全球玻璃基板总需求量的 17.8%。上述产线产能大量释放在 2018 年 4 季度及 2019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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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为基板厂商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2、 高分辨率需求不断增加，OLED 显示技术快速崛起。 

近年来 LTPS/OLED 技术在小尺寸面板产品快速渗透，小尺寸玻璃基板向高清、高精细化方向

发展，各投资主体主要建设小尺寸 LTPS、OLED 面板，特别是 AMOLED 面板，随着韩系面板厂的

强力推动，目前使用 OLED 技术面板的智能手机占比达到 23.7%，未来占比将进一步提升。国内已

建成 5 条 G5.5/G6 LTPS/OLED 面板线，年需求 LTPS/OLED 玻璃基板 234 万片，在建 6 条 G6 LTPS/OLED

面板线，未来 LTPS/OLED 基板年需求量将达到 670 万片。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6,862,255,841.14 6,151,712,006.02 11.55 5,763,023,454.16 

营业收入 337,173,545.04 234,899,471.66 43.54 159,557,602.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2,512,517.21 50,215,832.47 不适用 -1,024,332,779.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0,200,656.10 -325,023,937.04 不适用 -938,647,079.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99,243,572.52 1,562,759,703.16 -16.86 1,411,193,870.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272,139.48 -138,581,487.15 22.59 -145,986,676.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 0.07 不适用 -1.3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 0.07 不适用 -1.3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10 3.50 减少22.60个百分点 -66.85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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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968,979.95 85,349,189.22 86,525,589.89 96,329,785.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701,422.67 -60,750,884.71 16,254,786.74 -180,314,996.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0,983,855.60 -61,359,118.30 -34,476,915.89 -163,380,766.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153,210.35 -23,655,471.88 -70,043,652.54 7,580,195.2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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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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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88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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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81,260,000 24.60 0 质押 90,630,000 国有法人 

彩虹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0 35,375,673 4.80 0 质押 35,375,673 国有法人 

郑全忠 5,199,210 5,199,210 0.7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史冰冰 2,298,100 2,298,100 0.3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宋汝良 92,300 2,245,000 0.3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怡名 2,189,416 2,189,416 0.3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化石油有限公司 0 1,878,227 0.25 0 无 0 国有法人 

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 1,878,227 0.25 0 无 0 其他 

范静静 1,560,300 1,560,300 0.2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蔡凡弟 361,400 1,550,000 0.2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中电彩虹、彩虹电子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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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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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2016 年，公司生产各类液晶玻璃基板 196.67 万片，销售液晶玻璃基

板 210.83 万片，销量同比增长 39.67%，产销率达到 107%。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总收入 33,717.35

万元，较上年增长 43.54%。公司在 2016 年实现了技术创新突破，产线效率、良率显著提升，液

晶玻璃基板销量持续攀升，产品毛利率明显提高，但是由于产能未能有效释放，整体生产及运行

成本相对较高，同时公司资产负债率偏高，财务负担重，报告期内主要产品价格虽有回升，但仍

处于低位，导致公司 2016 年度经营业绩亏损，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27,251.25 万元。 

1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不适用  

2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不适用  

3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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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确定，包括本公司及全部子公司的财务报表。 

本报告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如下： 

序号 子公司名称 简称 级次 

1 陕西彩虹电子玻璃有限公司 陕西电子 2 

2 彩虹(张家港)平板显示有限公司 张家港平板 3 

3 彩虹(合肥)液晶玻璃有限公司 合肥液晶 3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3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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