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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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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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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除原四大业务板块即ITO导电玻璃业务、TFT面板减薄业务、中大尺寸触控显示一体化业务、中小尺寸

触控显示一体化业务均位居行业龙头外，新业务柔性Oled智能穿戴业务和高端Notebook、Pad模组及其全贴合业务也在持续

发力，具体如下： 

①ITO导电玻璃板块：作为公司传统业务的发展基石，产品通用性好，库存风险低。现有业务牢牢占据行业高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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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多年保持行业市场占有率、产销规模、盈利能力首位； 

②TF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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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的功能镀膜技术保证了对高端客户

的粘性，国际、国内顶尖品牌客户保证了该业务的规模性和可持续性； 

③中大尺寸触控显示一体化业务板块：公司在该业务板块布局早、先发优势明显、产业链齐全、客户高端。业务涵盖车

载Sensor、车载触控模组、车载盖板、车载触显一体化模组等，客户覆盖日系、欧系、美系、德系品牌车商，特别是中大尺

寸车载中控屏模组业务在国际、国内高端新能源智能电动车客户供应链中占据重要地位。 

④中小尺寸触控显示一体化业务板块：涵盖以全面屏为主的高端手机LCM一体化业务和硬质Oled可穿戴一体化业务。

公司在该业务板块行业领先地位突出，核心及关键技术护城河宽，盈利能力强，可持续性好，产品中高端份额高，客户为

HOV、小米高端客户之LCD中高端机种。 

⑤柔性Oled智能穿戴业务：通过在LCD全面屏模组领域所积累的设备、技术、工艺及人才优势，按照终端客户北美电子

消费品巨头既定进度，协同日系高端Oled面板供应商加快OLED可穿戴显示模组产线建设，目前第一条产线已建成，其他产

线正在安装调试中，打样和样品测试进展顺利。 

⑥高端Notebook、Pad模组及其全贴合业务：利用手机模组所确定的技术优势，积极拓展与国内顶尖电子客户的合作深

度及广度，为联想、华硕、华为提供高端Notebook、Pad模组及其全贴合业务，独供华为最新款Matebook XPro 和Matebook 14

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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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9,614,875,119.47 10,884,372,419.09 -11.66% 8,541,662,085.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2,021,433.45 544,401,919.13 30.79% 383,571,875.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11,146,120.50 509,739,028.79 -19.34% 346,226,095.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3,469,401.23 594,008,776.63 26.84% 260,222,729.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24 29.17% 0.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 0.24 29.17% 0.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54% 13.29% 2.25% 10.42%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9,324,564,985.81 7,488,351,129.09 24.52% 7,341,208,60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856,675,033.94 4,359,175,404.72 11.41% 3,856,822,333.51 

说明： 

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411,146,120.50 元，较上期下降 19.34%，主要系公司按规定

将深圳市比克动力电池有限公司因 2017 年度未达业绩承诺而导致的补偿股份对应的金额为 237,548,355.97 元确认为非经常

性损益，而将对应该项长期股权投资所产生的减值 262,209,378.56 元计入经常性损益所致。如果不考虑此因素的影响，本报

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将达到 648,694,476.47 元，较上期增长 2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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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8,970,641.48 2,646,092,323.17 2,755,115,437.38 2,484,696,717.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1,770,542.38 222,381,765.96 243,946,576.05 103,922,549.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134,404,573.91 207,363,831.25 240,318,846.34 -170,941,72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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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1,920,623.49 -319,670,455.47 11,873,192.43 799,346,04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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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本报告期第四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70,941,723.74 元，主要系公司按规定将深圳市比克

动力电池有限公司因 2017 年度未达业绩承诺而导致的补偿股份对应的金额为 237,548,355.97 元确认为非经常性损益，而将

对应该项长期股权投资所产生的减值 262,209,378.56 元计入经常性损益所致。如果不考虑此因素的影响，本报告期第四季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将达到 66,607,224.97 元，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将达到 648,694,476.47 元，较上期增长 2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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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52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8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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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芜湖铁元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81% 271,497,707 0   

新疆润丰股权

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97% 206,132,018 0 质押 69,760,0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创业

板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71% 39,343,634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创业板

5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46% 33,503,893 0   

芜湖长信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期员工

持股计划 

其他 1.28% 29,393,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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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21% 27,809,492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国有法人 1.20% 27,669,6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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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

四一八组合 
其他 1.09% 25,161,641 0   

赣州市德普特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0% 22,968,809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 5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85% 19,584,90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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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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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积极推进可转债柔性oled项目进

展，和终端客户及优质供应商一道加快项目建设；再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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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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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的主要工作如下： 

（1）各项主要经营指标完成情况 

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961,487.51万元，同比下降11.66%，实现营业利润83,927.63万元，同比增长32.90%；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71,202.14万元，同比增长30.79%。报告期内，收入下降主要系占销售收入主要贡献的中小

尺寸手机显示模组全贴合业务结算模式变化所致，即由先前单独的Buy And Sell模式变为Buy And Sell模式和代收加工费模式

并存。净利润增长系公司行业领先地位夯实、全产业链优势明显、同一客户多业务版块合作持续深化、产品出货量持续保持

增长、精细化管理和规模化生产共同促进了效益增长。 

（2）以“降本工作”作为一切管理工作的核心，进一步改善和强化内控机制。 

报告期内，集团公司在全集团内全力推行各业务板块和各部门的降本工作，成立集团降本组作为此项工作的推动者和执

行者，各主体按照集团和成本组的要求细化时间目标、阶段目标和任务目标。采取定期召开集团降本会议总结阶段成败得失

和表彰先进，4月份和7月份、10月、19年初集团分别在芜湖本部、赣州德普特、东莞德普特召开了一季度、二季度、三季度

和全年度降本总结会议，对集团在全年的降本工作进行了阶段性总结，进一步强化各事业部、各子公司负责人为“降本”工作

的第一责任人，强化通过加大考核力度推进降本工作向纵深发展；要求在降本工作中分清主次，抓大不放小，提倡开展专项

降本活动。务必达到各板块联动，做到集团资源共享；务必要求全员全过程，采取定性和定量方法确定目标完成状况。 

报告期内，公司透过降本工作的持续深入，一方面大力加强组织中心化管理，推进和弘扬企业踏实进取等核心文化建设，

结合成员企业现状，加快母公司各种优势资源输出，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调研和公司参与对系统整合共同制定可行方案和路

线图，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法务中心、信息中心、销售中心，根据阶段中心化组织经验和下步工作推进状况将有计划、有步

骤成立财务中心、采购中心、制造中心、品质中心等各中心化组织；另一方面，在集团供应一贯化的要求下，加快推进TFT

减薄、TP+LCM模组和COVER-GLASS产业链纵向整合，做好车载电子相关的诸如车载COVER、车载Sensor及车载触控显示

全贴合业务的架构整合，最终在集团内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最大程度的提升经济效益。 

（3）凭借在中大尺寸车载业务和中小尺寸消费电子业务积累的技术经验和固有的产业链优势,助力中大尺寸显示模组全

贴合和柔性Oled可穿戴设备新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凭借与国内、国际知名面板企业多年来建立的良好关系，积极参与显示行业前沿发展研讨，积极融入上

下游产业链生态圈。随着Oled面板在消费电子渗透性比重逐步加大，公司在业内唯一获得Oled面板资源，始终保持与终端客

户及面板商的技术交流和技术同步。 

报告期内，公司利用中小尺寸消费电子业务确立的技术、工艺、设备、人员优势，积极拓展与国内顶尖电子客户的合作

深度及广度，进入中大尺寸显示模组全贴合领域，为联想、华硕、华为提供高端Notebook、Pad模组及其全贴合业务，独供

华为最新款Matebook XPro 和Matebook 14笔记本。 

报告期内，公司抢抓时间节点，全力配合终端国际大客户及优质供应商，全速提升OLED智能穿戴显示模组项目的进度。

目前第一条产线已建成，其他产线正在安装调试中，打样和样品测试进展顺利。与之同步，公司与日系合作伙伴已成功研制

出搭载在柔性可折叠显示屏上的柔性触控sensor，并取得国际某终端大客户认证且很快进入量产；两者相得益彰，为后期顺

利进入OLED手机显示模组市场打下坚实基础。 

（4）加大车载相关业务板块的架构重整力度，为客户提供更高效、更有竞争力的方案及产品。 

公司在车载版块布局较早，目前涵盖车载Sensor、车载触控模组、车载盖板、车载触显一体化模组等产品。由于车载产

品生产及管控要求较消费类电子更加严格，尽管公司已经建立了汽车行业最严格的TS16949质量管理体系，但基于为客户提

供更快捷、更高标准的产品，公司将原在赣州德普特的车载盖板业务转移至芜湖本部，目前芜湖本部集中了车载全业务链条，

重构了车载事业部群的组织架构，充实了管理力量，集中了管理的有效要素，提高了管理效率，强化了过程管理，管理效果

触显。 

随着5G技术加速走向成熟，以车联网为主的大颗粒应用场景将加快实现，公司通过对车载版块的重构，集中集团各业

务版块的优势资源，从人力、物力、财力、供应链等各方面加大对车载版块的投入，保持行业绝对领先优势。 

（5）版块协同增强业务竞争优势，减薄业务持续发力，协同模组业务同步发展 

公司减薄业务规模雄居国内首位，市占率NO.1。一直服务于国际、国内最高端客户群体，凭借高稳定性、高良率和成

本优势赢得Sharp、LGD、BOE的一致认可，上述三家面板巨头目前均是全球顶尖智能电子产品领导者A公司（其NB和PAD

产品）所用面板的供应商。公司已于2016年通过Sharp成功打入A公司NB&PAD的供应链，成为国内唯一通过A公司认证的减

薄业务供应商。 

报告期内，公司运用自有资金加快“年产260万片G5 LTPSTFT液晶面板薄化项目”建设，以满足韩系和台湾地区知名面板

客户的业务需求，并积极配合全球TFT龙头京东方的业务布局。同时，公司加大了减薄加工板块和模组高端板块的整合力度，

重新搭建相关组织架构，进行人员交叉调配，和客户进行一体化沟通。通过此种业务组合新模式，能够最大程度发挥供应一

体化的优势，进而增强客户粘性，强化客户的市场竞争力，有利地提升了公司在“减薄+模组”联合板块的话语权和市场主导

地位。 

（6）推出并完成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建仓 

报告期内，公司推出并完成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建仓，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公司建立、健全长期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让

核心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分享公司发展的成果，有利于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和创造性，进而提升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和持续竞

争能力；另一方面提振市场信心，有利于维护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长远利益。 

（7）引入实力国资股东，公司发展迈入新纪元 

自上市以来，公司原控股股东新疆润丰及公司主要负责人高前文、陈奇在内的管理层未曾减持过上市公司股份，并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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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股价震荡期出手增持；而且新疆润丰还向公司的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人提供了收益保底承诺。 

鉴于未来三至五年仍将是公司业绩的快速增长期，公司将进一步在汽车显示屏版块、Oled模组贴合等高精尖领域加大布

局力度，通过可转债、定增、资产重组等多种资本方式加快公司的扩张、进一步强化公司的盈利能力、提升公司在液晶显示

屏使用核心领域即车载和消费电子版块深加工和高附加值的话语权，但新疆润丰由于其资本实力特别是资金实力很难继续通

过资本模式加速上市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通过引入三级国资背景的芜湖铁元做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以“赋能投资”

做为上市公司高效发展的基石，以积极支持并参与长信科技的重大资本项目做为参与上市公司经营的方式之一，首秀之作即

为2019年3月全额认购了上市公司可转债项目配额。后期芜湖铁元将向上市公司积极引入光电显示领域与汽车智造领域资源，

促成并加深客户合作及深度，并且不排除后期继续以参与长信科技资本活动或筹谋共同设立并购基金,置入优质资产等方式,

逐步提升对长信科技的持股比例，为长信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不断引入新资源和提供新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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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2017年6月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9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0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1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

为基础的摊销方法》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2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等四项解释，

本公司于2018年1月1起执行上述解释。 

根据财政部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要求，

对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应按如下规定编制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归并至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将“应收股利”和“应收利息”归并

至“其他应收款”项目；将“固定资产清理”归并至“固定资产”项目；将“工程物资”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将“应付票据”和“应

付账款”归并至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将“应付股利”和“应付利息”归并至“其他应付款”项目；将“专项应付款”

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 

利润表中从“管理费用”项目中分拆出“研发费用”项目，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分拆“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本公司根据财会【2018】15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

报。相关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2017年12月31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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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应收票据 157,246,573.93 - 101,364,812.92 - 

应收账款 1,213,141,949.91 - 610,172,417.70 -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 1,370,388,523.84 - 711,537,230.62 

应收利息 2,657,534.25 - - - 

其他应收款 30,389,061.49 33,046,595.74 123,565,425.58 123,565,425.58 

应付票据 86,778,691.49 - - - 

应付账款 1,078,518,913.33 - 223,921,271.53 -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 1,165,297,604.82 - 223,921,271.53 

应付利息 5,473,238.02 - 2,057,035.23 - 

其他应付款 38,428,670.47 43,901,908.49 27,348,239.48 29,405,274.71 

②2017年度受影响的合并利润表和母公司利润表 

项目 合并利润表 母公司利润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管理费用 245,714,383.22 174,079,357.79 103,393,877.93 50,729,590.29 

研发费用 - 71,635,025.43 - 52,664,287.64 

 

③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无重大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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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全资子公司重庆长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芜湖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高前文 

                                                                       2019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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