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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88                   证券简称：长信科技                  公告编号：2018-031 

芜湖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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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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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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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8,879,814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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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信科技 股票代码 30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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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伟达 徐磊 

办公地址 
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汽经二路以

东 

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汽经二路以

东 

传真 0553-5843520 0553-5843520 

电话 0553-2398888 0553-2398888-6102 

电子信箱 wdchen@token-ito.com lxu@token-ito.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显示行业发展新形势，坚定实施“积极打造触控显示一体化高端制造产业链、积

极服务触显独角兽客户”的业务战略。目前公司各板块业务均位居行业龙头：①ITO导电玻璃板块，作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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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传统业务的发展基石，与时俱进，牢牢占据行业高端市场，翘首地位无人能撼，连续多年保持行业产销

规模及盈利水平第一；②中大尺寸触控显示一体化业务板块：包含触控Sensor业务、触控模组业务及中大

尺寸触显模组业务，其中触控Sensor业务已转型为以车载、工控为主，终端车企品牌覆盖率高、车型覆盖

面广；中大尺寸触显模组业务已打入国际、国内高端新能源智能电动车客户供应链；③TFT面板减薄业务

板块：公司凭借着技术和规模优势稳居国内减薄行业首位，积极服务国际、国内大牌面板客户；④中小尺

寸触控显示一体化业务板块：通过在全面屏模组领域所积累的设备、技术及工艺优势，独占HOV高端客户

之中高端旗舰机种，拥有着宽阔的全面屏模组技术护城河。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及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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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5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0,884,372,419

.09 

8,541,662,085.

06 

8,541,662,085.

06 
27.43% 

3,986,994,515.

51 

3,986,994,515.

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44,401,919.13 347,097,817.28 383,571,875.68 41.93% 237,714,531.06 237,714,53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9,739,028.79 309,752,036.93 346,226,095.33 47.23% 202,084,720.58 202,084,720.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94,008,776.63 260,222,729.93 260,222,729.93 128.27% 395,100,305.13 395,100,305.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30 0.17 41.18% 0.21 0.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0.30 0.17 41.18% 0.21 0.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29% 9.52% 10.42% 2.87% 7.59% 7.59%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5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7,488,351,129.

09 

7,234,894,245.

03 

7,341,208,603.

29 
2.00% 

4,839,936,358.

02 

4,839,936,358.

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4,359,175,404.

72 

3,750,507,975.

25 

3,856,822,333.

51 
13.03% 

3,519,583,372.

19 

3,519,583,37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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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7,084,325.79 3,419,689,114.45 2,088,559,281.32 2,119,039,69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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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5,077,462.68 194,505,588.67 157,874,285.98 86,944,58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2,724,590.46 172,312,230.89 151,391,677.70 83,310,529.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9,029,351.08 -74,254,430.56 490,179,346.47 -20,945,49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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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0,80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87,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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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润丰股权

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36,020,000.00% 436,020,000 369,750,000 质押 369,750,000 

赣州市德普特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4,578,534.00% 64,578,534 47,400,000 质押 47,400,000 

鹏华资产管理

－浦发银行－

鹏华资产大拇

指泰然 1 号资

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809,492.00% 27,809,492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27,669,600.00% 27,669,600    

东亚真空电镀

厂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4,899,400.00% 24,899,400    

陈奇 境内自然人 18,446,096.00% 4,611,524 15,450,000 质押 15,450,000 

高前文 境内自然人 15,380,976.00% 3,845,244 14,680,976 质押 14,680,976 

蔡倩 境内自然人 12,496,300.00% 12,496,300    

陈夕林 境内自然人 12,200,300.00% 300 12,000,000 质押 12,000,000 

杨春美 境内自然人 11,100,000.00% 11,1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新疆润丰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赣州市德普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陈奇、高

前文、陈夕林三位自然人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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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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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团队紧紧围绕年初董事会确定的年度经营目标，依托全产业链优势，继续专注于

中高端触控、显示一体化业务拓展的市场战略，在优势业务板块进一步挖掘市场潜力、巩固优势地位；同

时紧紧把握触控、显示领域细分市场发展方向，积极创新、顺势而为，引导行业发展新趋势，培育新的利

润增长点。 

报告期内，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088,437.24万元，同比增长27.43%；实现营业利润63,150.88万元，同比

增长51.3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54,440.19万元，同比增长41.93%(由于对比克动力

的核算方法由成本法改为权益法，上述同比增长41.93%系以调整后201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3,571,875.68元为基数进行计算；若以调整前201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47,097,817.28元为

基数进行计算，则同比增长56.84%)。报告期内，销售收入的大幅增长得益于德普特电子凭借在行业内的

独特优势与国际、国内主要面板厂商建立了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公司已经成为HOV、小米、Sharp、Nubia

等一线品牌手机的主要供应商，销售规模快速放量，保证了公司整体销售规模持续大幅增长，进而确保了

公司全年效益目标的达成。净利润的大幅增长得益于公司全产业链的优势，特别在电子基础材料及面板加

工方面，始终保持行业细分领域的领导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利用技术优势和装备优势，凭借与国际大客户良好合作所累积的丰富经验，继续高

效拓展国内外高端客户市场，进而确保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经营效益的持续提高；随着高端客户的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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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国内市场取得突破性进展，一线手机厂商逐步成为公司的主要合作伙伴，同时已开发的车载大厂成

为公司未来的合作伙伴。公司根据所处行业出现的新的变化趋势，积极扩充现有产能和加快新显示项目进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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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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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该准则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对于该准则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该准则自2017年6月

12日起施行。本公司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

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根据上述2项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并于2017年12月25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资产负债表新增“持有待售资产”行项目、“持有

待售负债”行项目，利润表新增“资产处置收益”行项目、“其他收益”行项目、净利润项新增“（一）持续经

营净利润”和“（二）终止经营净利润”行项目。2018年1月12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有关问题的解读》，根据解读的相关规定： 

对于利润表新增的“资产处置收益”行项目，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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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通知》进行调整。 

对于利润表新增的“其他收益”行项目，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

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无需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由于“资产处置收益”项目的追溯调整，对2016年的报表项目影响如下： 

项  目 变更前 变更后 

资产处置收益 - 5,634.27 

营业外收入 32,407,660.21 32,296,213.17 

营业外支出 1,290,238.02 1,184,4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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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期新增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本期纳入合并范围原因 

1 重庆永信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永信 新设直接控股子公司 

2、本期无减少子公司。 

 

 

 

 

 

芜湖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奇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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