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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36                           证券简称：华映科技                           公告编号：2019-038 

华映科技（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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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事项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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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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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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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映科技 股票代码 000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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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艳菱 

办公地址 福州市马尾区儒江西路 6 号 福州市马尾区儒江西路 6 号 

传真 0591-88022061 0591-88022061 

电话 0591-88022590 0591-88022590 

电子信箱 gw@cpttg.com gw@cpttg.com 

公司 2019 年 4 月 29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策略副总经理及变更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秘书变更为陆辉。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 

1、液晶（LCM）模组产业 

公司从事液晶模组加工与销售的公司包括华映科技（本部）及子公司华映光电、华冠光电以及华映吴江。公司所生产的

大尺寸LCM产品主要应用于液晶电视、笔记本电脑、监视器和电脑显示器等产品；中小尺寸LCM产品主要应用于车载显示

屏、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产品。 

2、盖板玻璃产业 

    公司子公司科立视主要从事高铝盖板玻璃的生产及研发工作, 是全世界少数采用溢流法生产铝硅酸盐类盖板玻璃的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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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盖板玻璃主要应用于智能手机、平板、医疗工控、触控笔记本等产品。 

3、面板产业 

   公司子公司华佳彩拥有TFT-LCD领域前沿技术——金属氧化物技术的第六代面板线，主要生产中小尺寸显示面板，产品

主要应用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产品。 

（二）公司主要业务模式 

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模式/业

务性质 

经营模式说明 

华映光电  

进料加工 

 

向客户采购液晶面板等原材料，加工成液晶显示模组后再销售予客户，公司

收取成品款。 
华映吴江 

华映科技（本部） 

华冠光电 来料加工 为客户提供液晶面板的模组组装服务，公司收取代工费用。 

科立视 生产销售商品 从事触控显示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 

三帝光学 制造业 光学玻璃的生产、研发和销售。 

华乐光电 制造业 生产、加工液晶显示用光学玻璃等光电子元器件及批发原板玻璃。 

 

福州视讯 

 

进料加工 

平板显示产品及其相关零部件的开发、设计、生产及售后服务。平板显示产

品及相关零部件（不含钢材）的批发。 

华映科技（纳闽） 贸易、投资 从事新型平板显示器件、液晶显示屏、模组及零部件的贸易;电子相关产业股

权投资。 

华映光电（香港） 贸易 平板显示产品及相关零部件的销售 

映元投资 投资 受托对非证券类股权投资管理及与股权投资有关的咨询服务。 

 

华佳彩 

 

制造业 

薄膜晶体管、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彩色滤光片玻璃基板、有机发光二

极管(OLED)、3D 显示等新型平板显示器件与零部件等生产、研发与销售 

 

华佳园 

 

房地产开发 

房地产开发、投资、销售、租赁；物业管理；住宿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公司第七届第24次董事会及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华映科技（本部）吸收合并福建华显的议案，截止本公

告日，福建华显因零星事项尚未办理完成，尚未完成工商注销。华佳园主要负责建设核心员工、高素质产业人才生活配套设

施，不对外开发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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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7,789,137.71 4,889,052,084.06 -7.59% 4,435,992,658.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66,376,035.17 204,984,864.14 -2,522.80% 395,669,654.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04,178,727.37 -330,978,223.55 -1,411.94% -55,170,159.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2,559,222.51 439,546,949.04 -346.29% -173,689,843.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7955 0.0741 -2,523.08% 0.389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7955 0.0741 -2,523.08% 0.38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47% 1.57% -51.04% 7.26%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19,089,879,572.95 21,018,434,518.85 -9.18% 18,943,578,419.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466,964,420.05 12,704,563,969.61 -41.23% 12,952,883,23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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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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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3,814,592.70 1,145,013,759.86 1,347,628,529.70 881,332,25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2,143,888.17 -129,093,561.80 -189,266,711.56 -4,505,871,873.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6,088,863.08 -136,497,044.15 -200,520,672.84 -4,521,072,147.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0,664,609.68 -228,707,204.46 -220,992,286.96 -823,524,34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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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9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02,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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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映管（百慕

大）股份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26.37% 729,289,715  质押 728,000,000 

福建省电子信

息产业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国有法人 13.73% 379,867,047 379,867,047   

莆田市国有资

产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3.73% 379,867,046 379,867,046 质押 379,867,046 

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3.46% 95,726,495    

福能六期（平

潭）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国有法人 3.35% 92,535,618    

中民国际通用

航空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6% 56,980,114  质押 53,099,800 

华泰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策

略投资产品 

其他 1.89% 52,211,992    

申万菱信基金

－浦发银行－

平安信托－平

其他 1.12% 31,11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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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财富*丰赢 68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诺安基金－兴

业证券－南京

双安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其他 0.72% 19,823,227    

长城国融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8% 15,97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福建省电子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另，福建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兴证证券资管－

工商银行－兴证资管鑫众 50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持有公司 5,269,453 股股份。公司未知前十

名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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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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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公司控制权归属尚不明确，以下为公司与第一大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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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行业情况 

2018年，国内外环境错综复杂，国际贸易摩擦与冲突加剧，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因素增加，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展及消

费信心受到影响。消费电子领域，手机品牌集中度不断提升，智能手机屏在尺寸、分辨率、形态、显示比例等方面出现各种

创新，但换机需求仍未得到有效刺激，出货量呈回撤趋势；平板电脑得益于教育行业的推广及移动化办公、无纸化办公需求

的增长，出货量降幅收窄；2018年下半年随着整车市场走弱，车载显示屏出货增速放缓，但其巨大的市场潜力成为众多面板

厂竞相争夺的重要应用领域。整体而言，由于内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平板显示行业机遇与挑战并存，行业内竞争日趋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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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整体经营情况 

2018年，公司合并营业收入45.18亿元，较2017年48.89亿元下降7.59%；公司合并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亏损49.66亿元，

亏损原因主要如下： 

1、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应收账款中应收中华映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华映管”）账款余额31.31亿元，

其他应收款余额705.44万元，扣减应付中华映管2.39亿元及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华佳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佳彩”）按合

同约定将需要支付中华映管的1.08亿元专利费后，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余额合计27.91亿元。2018年12月13日，中华映管向

台湾地区法院申请重整及紧急处分，法院于2019年1月31日准予中华映管紧急处分、驳回中华映管重整申请。中华映管针对

重整申请遭到驳回，于2019年2月11日依照台湾地区法规提出抗告。然而截至目前，中华映管重整事项无进展，存在较大不

确定性。鉴于中华映管的重整方案（计划）尚不明确，根据中华映管已披露的财务报告暨会计师查核报告以及中华映管相关

公告及媒体报道、公司与中华映管的沟通情况，以及公司征求的法律顾问意见，经公司对中华映管还款能力模拟分析后，判

断应收中华映管款项获得清偿的可能性小。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应收中华映管款项27.91亿元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2、中华映管申请重整事项对公司中小尺寸模组业务造成一定的冲击，虽然公司正采取各项措施降低相关不良影响，

并积极规划未来的业务方向，但模组业务总体规模仍存在下降风险。结合公司未来经营规划，公司对模组业务公司固定资产

进行清查，发现部分机器设备存在闲置情况；另，公司子公司科立视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立视”）项目一期母板

玻璃生产线设备改造活用不及预期，设备闲置，项目二期第一条母玻璃于2018年攻克各项技术问题，但主体设备提前老化，

出现损坏；华佳彩部分进口设备由于汇率变动、本身功能性贬值等原因导致相关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经对各项固定资产减值

测试并参考专业评估意见，2018年，公司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共计5.95亿元。 

3、本期公司子公司华佳彩亏损约16.73亿元，主要原因包括：固定成本高；产能爬坡期长，新产品客户认证周期较长，

短期产能利用率较低；为利于设备调试，加快机械磨合，缩短良率爬坡期，华佳彩以a-Si TFT技术切入智能手机屏市场，短

期产品出货量及售价不及预期；项目资金需求大，本期借款增加，相应利息支出金额较大；受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本期华

佳彩汇兑损失较大；本期未收到《福建莆田高新技术面板项目投资合作合同》所涉政府补助。 

（三）《关于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比例及重组方对未来上市公司业绩的承诺》之履行情况 

2018年，公司与中华映管及其相关方发生的日常经营涉及的原材料采购关联交易金额占同期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为

30.92%、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关联交易金额占同期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为53.25%，2018年度，公司液晶模组业务公司模拟

合并计算的净资产收益率为-123.89%。 

模拟合并计算的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0%，则用于合并模拟计算液晶模组业务公司的净利润需达到3.67亿元，然而

2018年用于合并模拟计算液晶模组业务公司的净利润为亏损26.63亿元。按照承诺，华映百慕大应以现金向公司补足30.29亿

元。 

公司于2018年12月29日就与中华映管（百慕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映百慕大”）其他合同纠纷事项（未完成

业绩承诺须向公司进行现金补偿）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于2019年1月4日决定立案受理。2019年1月8

日，公司向法院申请对华映百慕大的财产采取财产保全措施。2019年3月，公司追加大同股份及中华映管为上述诉讼案被告，

并将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华映百慕大向公司支付业绩补偿款人民币 19.14 亿元、判令大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华映管就华映

百慕大向公司支付上述业绩补偿款人民币19.14亿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近期，公司将

向法院提交审计后的相关资料，变更诉讼请求，将诉请金额追加至30.29亿元。 

（四）本期公司各项业务具体情况 

1、模组业务 

2018年，模组业务公司营业收入约43.42亿元，其中中小尺寸显示模组业务公司营业收入约33.40亿元，大尺寸显示模

组业务公司收入约10.02亿元。模组业务公司整体亏损26.63亿元，其中资产减值损失29.86亿元（含坏账损失27.62亿元，存货

跌价损失0.25亿元，固定资产减值损失1.96亿元，无形资产减值损失0.03亿元）。从主营业务经营情况看，模组业务公司2018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利润8.06亿元。 

2018年，中小尺寸显示模组业务公司向中华映管销售收入约24.06亿元，占中小尺寸显示模组业务公司营业收入比重

约72.04%，占公司合并营业收入比重约53.25%。公司向中华映管销售的产品以车载产品为主，车载产品具有认证期长，客

户粘性强、对材料及产品规格的要求较高等特点，除了模组端需要客户认证，其前端面板也需要认证或依照客户的要求进行

相应产品的设计、开模等。短期内，公司尚可从中华映管获取少量面板供应。同时，公司调整业务模式，将客户资源直接导

入公司，由客户寻求面板资源，公司配合其他材料的采购，经公司加工后交货予客户。未来，针对车载产品部分，公司将直

接导入对接其他面板资源。此外，公司考虑对中小尺寸显示模组业务之产品结构进行调整，增加工控显示屏、智能手机屏、

平板电脑屏、笔记本电脑屏等加工，丰富产品类型，提高业务能力，同时加强公司面板、盖板玻璃及模组业务板块在上述产

品上的整合。                       

各主要模组业务公司2018年经营情况： 

①华映科技本部2018年营业收入20.76亿元，较2017年（含吸收合并的福建华显）14.54亿元增长42.78%；资产减值损

失14.77亿元，净利润亏损11.21亿元。 

②华映光电受市场需求变动影响及公司整体模组业务策略整合需求，部分客户移转至公司本部，同时产能优胜劣汰，

2018年整体销售量出现下降，合并营业收入17.94亿元，同比下降40.96%，其中母公司营业收入14.72亿元，同比下降48.79%；

本期合并资产减值损失14.13亿元，合并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亏损11.37亿元。  

③华映吴江主要加工大尺寸液晶显示模组（电视屏），2018年营业收入6.73亿元，同比下降7.88%；净利润亏损0.57

亿元。 

④华冠光电主要加工中大尺寸液晶显示模6组（主要15寸至32寸），包括电脑显示器、电视屏等。2018年华冠光电顺

势而变，利用其他模组厂关闭契机，以成本、设备改造技术力及地域优势，抢占订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29亿元，同比增

长95.70%，实现净利润1,953万元（上年同期亏损2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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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盖板玻璃业务 

科立视2018年销售母板玻璃35万平方米，销售盖板玻璃及抗菌玻璃71万片。2018年，科立视实现营业收入3,330万元，

较2017年增加2,217万元；净利润亏损6.51亿元（上年同期亏损3.08亿元）。 

科立视2011年开始建设高铝盖板玻璃生产线项目一期，是中国首家采用溢流法生产高规格的高铝盖板厂商。由于溢流

法高铝盖板玻璃生产技术位于国际前沿，科立视经历了技术探索、自主研制生产设备、设备调试等工作，最终掌握了溢流法

高铝硅盐酸玻璃生产技术并进一步掌握了3D盖板玻璃加工技术以及抗菌玻璃生产技术。科立视项目一期虽未达预期经济效

益，生产线最终因寿命到期、设备闲置而最终报废，但为公司积累了宝贵的技术经验，为项目二期建设提供较大支持。 

2017年11月，项目二期第一条母板玻璃线稳定产出，之后产品良率状况虽有起伏，2018年上半年科立视团队努力克服

了边部翘曲不稳定，滚轮印刮伤，取板不稳定等诸多问题，至2018年7月，母板玻璃产品平均直通率已符合预期并达到行业

标准，产量逐步提升，陆续承接客户订单并顺利销售。然而，2018年11月起，该生产线生产的产品品质出现异常波动，白金

搅拌棒区域温度异常升高，白金通道呈现提前老化，通道内的白金管变形，出现了白金通道区域漏出玻璃熔液的状态。针对

生产线问题，公司团队提出改善优化方案，同时聘请有过相似案例经验的业内同行，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评估。经评估，

该生产线需提前进行全面升级改造。鉴于科立视现有母板玻璃生产设备已无法达到预期收益，并已出现减值迹象，经减值测

试并参考评估意见，2018年科立视整体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2.33亿元。针对二期第一条母板玻璃生产线的升级改造方案，

目前公司评估中，待相关评估完成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2018年，各大手机品牌陆续推出采用前后盖双面玻璃、3D曲面玻璃的手机外观设计。科立视3D显示屏盖板玻璃生产

线开始供货品牌手机客户后盖板，并进入了国内柔性面板厂商的供应链。得益于5G技术的日渐成熟和AMOLED屏幕的普及，

随着重要客户的认证以及量试通过，预计科立视2019年下半年盖板玻璃加工将放量，提升科立视营业收入。 

3、面板业务 

2018年，华佳彩营业收入1.42亿元，同比增长183.09%；净利润亏损约16.73亿元。 

2018年是华佳彩产能逐步释放的一年，良率、认证进度、品质等各项指标均处于爬坡过程，产品种类从年初的单一品

种到目前多达十余种，并成功完成多家品牌智能手机系统厂的认证。除了智能手机应用的产品之外，华佳彩其他中小尺寸的

产品也有小批量出货。2019年1月，华佳彩取得战略性客户（国内知名智能手机厂商）的认证, 2019年3月正式供货，并有望

陆续争取其他各大品牌终端的项目。目前，华佳彩已完成IGZO FHD（全高清）之手机及平板技术开发，包含窄边框、DeMux

（即电路分配功能的回路设计）等技术，并与客户合作5.5寸FHD产品推广，针对高端手机产品亦持续加紧研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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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组相关业务 4,309,012,419.19 806,106,576.63 18.71% -10.23% -9.45% 0.16% 

盖板玻璃业务 32,687,801.21 -109,457,399.62 -334.86% 220.79% 34.18% 1,297.26% 

面板业务 141,688,189.25 -329,409,751.76 -232.49% 181.48% -110.09% 7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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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营业总成本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长77.84%，主要系公司本期固定资产、应收账款计提的减值准备较上年同期增加所

致。 

（2）销售费用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长54.49%，主要系公司销售人员薪资以及销售样赠费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所致。 

（3）研发费用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长140.24%，主要系公司本期研发物料消耗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4）财务费用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长195.67%，主要系公司本期利息支出以及汇兑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5）资产减值损失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长1,319.25%，主要系公司本期固定资产、应收账款计提的减值准备较上年同期增

加所致。 

（6）其他收益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约4.62亿元，下降97.69%，主要系上期子公司华佳彩收到政府补助金额约4.4亿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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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无）。 

（７）投资收益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下降98.49%，主要系上期有委托理财收益（本期无）所致。 

（8）资产处置收益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下降194.76%，主要系本期固定资产出售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９）营业利润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下降1,996.51%，利润总额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下降1,896.7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

利润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下降2,522.80%，主要系本期受中华映管申请紧急处分及重整事件影响以及华佳彩、科立视经营业

绩低于预期，本期计提大额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及固定资产减值损失所致。 

（10）营业外支出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下降48.13%，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固定资产处置损失及滞纳金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11）所得税费用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长628.40%，主要系本期公司及子公司亏损，冲回以前年度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所致（华映科技冲回1.04亿元、科立视冲回1.59亿元、华佳彩冲回3.6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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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 

程序 

备注 

    财政部 2018 年 6 月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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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行项目归并至“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将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及“其他应收款”行项目归

并至“其他应收款”；将原“固定资产”及“固定资产清理”行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将原“工程

物资”及“在建工程”行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归并至“应

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将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及“其他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

款”；将原“长期应付款”及“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利润表中“管理费用”项

目分拆“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明细项目列报；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目下增加“利息费用”

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列报；将利润表中原列示于“营业外收入”项目下的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

还调整至“其他收益”项目列报；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项目。 

董事会 财政部于

2018年6月15

日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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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对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对2017年度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进行追溯调整具体如下： 

2017.12.31/2017 年度 调整前 调整后 变动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154,000,316.82 2,154,000,316.82 

应收账款 2,154,000,316.82   -2,154,000,316.82 

应收利息 20,214,834.48   -20,214,834.48 

其他应收款 39,517,856.17 59,732,690.65 20,214,834.48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943,942,595.86 1,943,942,595.86 

应付票据 343,510,101.99   -343,510,101.99 

应付账款               1,600,432,493.87   -1,600,432,493.87 

管理费用 351,658,809.15 230,319,171.82 -121,339,637.33 

研发费用   121,339,637.33 121,339,637.33 

2.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公司未发生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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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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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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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俊 

2018年4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