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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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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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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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鉴于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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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高科一路1号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高科一路1号 

电话 （029）33132825 （029）33132781、33132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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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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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为我国 FPD(平板显示)器件领域最具竞争力的企业之一，主要业务为液晶玻璃基板、液

晶面板的研发、生产与销售。2018 年，随着公司 G8.6 液晶面板项目全面建成并达产，形成了全



球唯一的具有“面板+基板”上下游产业联动效应的业务布局，产业链配套优势逐步显现。 

公司紧跟显示产品更新换代步伐，在国外技术封锁垄断的环境中，坚持自主技术创新，全力

以赴推动电子玻璃产业发展，积极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形成了从 G5、G6、到 G7.5、

G8.5 液晶显示及触控显示用玻璃基板、从 0.7mm 到 0.4mm 厚度的系列化产品规模，产品销往中

国内地和台湾面板厂商。 

为进一步顺应显示产业发展趋势，公司积极向下游高世代显示面板产业延伸，实现上下游配

套及产业协同效应。公司 G8.6 液晶面板项目于 2018 年 12 月实现了满产目标（120K/月），产品采

用 a-Si 工艺、IGZO 工艺、Cu 制程、GOA 技术、COA 技术、PSVA 技术等世界先进的工艺技术，并

通过混切技术提高产品利用率和经济性。主要产品 32″、50″、58″、70″面板相继量产，公司

已相继与国内一流电视整机品牌商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二）行业情况 

近年来受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液晶电视、笔记本电脑等电子产品消费升级的拉动，终端市

场需求持续增长，带动平板显示产业规模不断扩大。2018 年显示面板需求面积增长约 7.3%，预计

2019 年增长 6.4%，达到 2.28 亿平方米。全球玻璃基板面积需求增长约 10%，来自大陆的 G8.5+

基板玻璃需求达 2.3 亿平米，6 代 LTPS 及 OLED 用高精细基板玻璃达 0.4 亿平米，年增长率达 20%

以上，目前国内仍需依赖进口，本土厂家的进口替代商机巨大。 

液晶面板市场进入成熟期，市场规模巨大。2018 年全球电视面板出货 283.6 百万片，增长 7.4%，

出货面积 150.2 百万平方米，增长 8.9%。TFT-LCD 液晶显示技术仍将是未来的主流技术，2019 年

将呈现总量较快增长、技术迭代加速、行业挑战增多的基本格局。随着我国显示产业整体实力的

不断增强，中国大陆电视面板出货数量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第一。由于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也将

导致面板价格出现下降趋势。2019 年平板电视平均尺寸将进一步增加，推动 FPD 总体需求面积

增长超过 6%，大尺寸、高分辨率趋势愈加明显。受国家《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的引导，

2020 年 4K 生态体系完善、8K 技术产品研发和产业化取得突破，2022 年普及 4K、8K 占比 5%以上

的政策推动，我国高清显示面板必将迎来一个黄金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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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40,107,988,775.42 36,435,991,028.54 10.08 6,862,255,841.14 

营业收入 1,929,256,246.45 452,809,310.37 326.06 337,173,545.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021,939.53 59,687,172.34 2.24 -272,512,517.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96,344,919.61 -328,062,110.62 不适用 -310,200,656.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420,184,077.07 20,409,189,677.77 0.05 1,299,243,572.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27,051,944.37 179,031,042.91 585.39 -107,272,139.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7 0.05 -66.00 -0.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7 0.05 -66.00 -0.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0 1.33 减少1.03个百分点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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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335,844.49 150,663,406.07 520,607,657.15 1,119,649,338.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256,994.43 -106,507,642.33 -133,122,661.92 327,909,238.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9,643,518.07 -131,248,113.00 -186,134,899.45 -519,318,389.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9,009,895.77 -32,328,309.04 418,406,437.23 1,009,983,711.9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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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7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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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阳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0 1,112,759,643 31.01 1,112,759,643 质押 556,351,929 国有法人 

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0 848,915,786 23.66 667,655,786 质押 321,760,000 国有法人 



咸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0 370,919,881 10.34 370,919,881 质押 185,000,000 国有法人 

合肥芯屏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0 237,388,724 6.62 237,388,724 无 0 其他 

陕西如意广电科技有限公司 0 194,078,635 5.41 194,078,635 质押 194,078,635 国有法人 

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0 148,367,952 4.13 148,367,952 无 0 国有法人 

深圳市鼎益丰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95,111,160 113,768,402 3.17 0 无 0 其他 

彩虹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0 35,375,673 0.99 0 质押 35,375,673 国有法人 

深圳市中奇信息产业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29,010,524 29,010,524 0.81 0 无 0 其他 

汇安基金－招商银行－华润深国投信

托－华润信托·景睿2号单一资金信托 
-25,964,374 25,964,409 0.72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咸阳金控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与咸阳城投均为咸阳市国资委控

股企业；咸阳金控和咸阳城投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情况。2、中电彩虹、彩虹新能源的实际控制人为中国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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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虹和彩虹新能源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情

况。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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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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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截止目前，咸阳金控持有本公司 31.01%的股份，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国开发展基金有

限公司与咸阳市国资委分别持有咸阳金控 67.53 和%32.47%的股份。根据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与

咸阳市国资委、咸阳金控及咸阳市人民政府签订的《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合同》，国开发展基金不向

咸阳金控委派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参与咸阳金控的日常经营管理，咸阳市国资委可以

决定咸阳金控全部董事会成员以及其财务和经营政策，对咸阳金控具有实际控制权。咸阳市人民

政府（通过咸阳市国资委）将在 8.6 代 TFT-LCD 面板生产线项目建设期届满后，回购国开发展基

金有限公司所持咸阳金控的股权。鉴此，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咸阳金控，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

咸阳市国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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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8 年，公司共生产液晶基板玻璃 116.92 万片，销售液晶基板玻璃 131.03 万片；液晶面板

全年累计销售 406.33 万片。 

2018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2,925.62 万元，其中玻璃基板业务收入 21,534.92 万元，液晶面

板收入 120,472.52 万元。2018 年实现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6,102.19 万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不适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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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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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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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级次 

1 陕西彩虹电子玻璃有限公司 电子玻璃 2 

2 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彩虹光电 2 

3 彩虹(张家港)平板显示有限公司 张家港平板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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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