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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二次修订稿） 

为把握发展机遇、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深圳同兴达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同兴达”）拟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

用的可行性分析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82,000.00 万元（含

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投资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年产 6000 万片异形全面屏二合一显

示模组建设项目 
68,403.00 60,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22,000.00 22,000.00 

合计 90,403.00 82,000.00 

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通过自筹资金先行

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公司董事会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不改变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下，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进行适当调整。募

集资金到位后，若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为满足项目开展需要，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

金数额，按照募投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决定募集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及各募

投项目的投资额等具体使用安排。 

二、本次募集资金用于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年产 6,000 万片异形全面屏二合一显示模组建设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拟通过购进先进的生产设备新建异形全面屏二合一显示模组生产线，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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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达产后将实现新增每年异形全面屏二合一显示模组 6,000 万片的生产能力，以

达到提升公司的制程能力、产品质量控制能力和对下游客户及时配套供货能力的

目的。 

2、项目建设的背景 

公司长期从事各种规格的中小尺寸液晶模组的生产销售，目前公司产品 90%

以上均应用于手机领域。从公司目前产品发展规划看，手机领域的显示模组开发

依然是最主要市场。液晶显示模组作为工业中间品，行业权威统计数据难以取得，

但由于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手机领域，同时每部手机通常配备一套液晶显示模组，

因而公司所处的中小尺寸液晶显示模组市场需求与手机行业出货量存在对应关

系，即手机市场出货总规模即为公司产品所处领域的市场总需求。 

（1）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长期处于较高水平 

手机自 1973 年问世，从外形到功能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已成为人

们生活、工作、学习、娱乐必备工具，2009 年以来全球智能手机按季出货量情

况如下： 

单位：百万 

 

数据来源：IDC 

2009年至 2015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逐年稳步增长，复合增长率为 42.17%，

2016 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实现历史新高，达 14.73 亿部，2017 年-2019 年，全

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分别为 14.60 亿部、14.07 亿部和 13.71 亿部，相较于上年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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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幅下滑。 

虽然智能手机市场增长放缓，但庞大的市场存量，仍确保了市场换机的巨大

需求。未来一段时期，拉动智能手机出货量增长的动力表现为两个方面： 

其一、5G 通信技术带来“换机潮”需求。2019 年 6 月 6 日，工信部正式下发

5G 商用牌照，5G 通过与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的融合，

为用户提供超高清视频、社交网络等加强虚拟现实的业务体验，促进人类交互方

式的再次升级。5G 的应用要求包括一系列不同的频谱、技术和方法，以及全新

的无线网络建设方法，同时带来对智能手机的全新要求，5G 手机将发生重大变

化，随着未来 5G 网络的推广和 5G 手机的进一步渗透，智能手机将迎来一波巨

量“换机潮”。2019 年 7 月-10 月，华为、中兴、三星、小米、vivo 等已陆续发布

其首款 5G 手机。 

其二、新兴市场手机需求空间依然广阔。目前，智能手机在经济较为发达地

区已基本普及，但在印度、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智能手机市场需求还有较

大空间。据 IDC 统计，2019 年印度智能手机出货量约为 1.525 亿部，同比增长

8%，成为全球智能手机增长最快的市场。 

 

受益于庞大存量市场带来的“存量换机需求”、“5G 手机增量需求”、“新兴

市场手机消费升级需求”等因素叠加，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保持高位运转态势，

从而为公司显示模组提供稳定、等量的巨大市场需求。 

（2）国内手机厂商的全球市场份额稳步提升 

2018 年以来，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发展有所放缓，但市场内部竞争激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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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OV”为代表的国内手机厂商份额逆势增长，苹果下滑较为明显。全球智能手

机的市场集中度有较大幅度提高，前六名厂商的市场份额接近 80%。 

单位：亿部 

厂商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出货量 市场份额 出货量 市场份额 出货量 市场份额 

三星 2.96 21.59% 2.90 20.57% 3.20 21.92% 

华为 2.41 17.58% 2.10 14.89% 1.50 10.27% 

苹果 1.91 13.93% 2.25 15.96% 2.34 16.03% 

小米 1.26 9.19% 1.20 8.51% 0.90 6.16% 

OPPO 1.14 8.32% 1.20 8.51% 1.20 8.22% 

其他 4.04 29.47% 4.45 31.56% 5.46 37.40% 

合计 13.71 100.00% 14.10 100.00% 14.6 100.00% 

数据来源：IHS、IDC等 

（3）两类产品开发模式长期并存于手机厂商 

目前除苹果以外，全球大部分品牌手机厂商均采取两类并行的产品开发模式： 

其一、外研模式（ODM）。手机方案厂商深度参与其产品研发并组织生产。

手机成品交付之后，通过自有品牌及渠道对外销售。 

其二、内研模式。手机厂商独立实施产品研发、组织物料采购、自建产线生

产，通过自有品牌及渠道对外销售。 

全球主要手机厂商 ODM 情况如下： 

手机厂

商 

ODM比例 主要手机 

方案商 
备注 

2018 2019 2020E 

三星 3% 8% 15% 闻泰 

2018 年首次尝试 ODM 并获得

巨大成功，未来三星将加大

ODM 机型的出货，尤其在海外

市场 

华为 32% 18% 20% 
华勤、闻泰、

龙旗、中诺 

2018 年收缩 ODM 项目出货机

型，但未来也会保持在 20%的比

例 

小米 75% 75% 75% 
闻泰、华勤、

龙旗 

始终保持较高ODM机型出货比

例 

OPPO 9% 18% 20% 闻泰、华勤 
ODM 机型出货量逐年增加，未

来会维持在 30%的水平 

VIVO 0% 0% 10%  - 
2020 年预计将采用ODM机型，

尤其海外市场 

数据来源：IH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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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要手机厂商 ODM 机型出货量如下： 

 
数据来源：IHS等 

2018 年以来，各 ODM 厂商出货量如下： 

 
数据来源：IHS等 

经过多年市场充分竞争，手机 ODM 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大幅提升。从 2018

年各 ODM 厂商出货量看，前三大 ODM 厂商（闻泰、华勤、龙旗）合计出货量

高达 2.35 亿部，市场份额合计 86.6%，行业寡头垄断格局初显。 

（4）公司已建立起全方位客户合作体系 

经过多年市场耕耘，公司建立起全方位客户合作体系，与产业链各主要厂商

均形成稳定合作关系。公司手机显示模组销售路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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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三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ODM厂商 面板厂商 手机厂商

手机厂商 手机厂商

渠道一 渠道二

 

上述销售渠道流转主要如下： 

渠道一、公司与手机厂商经协商，由手机厂商指定的 ODM 厂商向公司下达

产品采购订单，公司向 ODM 厂商交付产品； 

渠道二、手机厂商首先向面板厂下达模组采购；后经协商，面板厂转移订单，

由公司向该面板厂采购面板并加工为显示模组，最后由面板厂交付产品给手机厂

商； 

渠道三、公司接受手机厂商订单需求，按照要求采购核心原材料，组织产品

生产和交付。 

上述各渠道流转过程中，公司需取得双重认证：其一、手机厂商资格认证；

其二、ODM 厂商或面板厂商资格认证。公司销售环节主要合作对象如下： 

公司主要合作

的 ODM 厂商 
   

公司主要合作

的面板厂商   

公司产品应用

的主要手机厂

商 

     

   

2019 年，公司源自于“HMOV”及三星、联想的手机终端销售占比在 80%以

上；公司与主要 ODM 厂商（闻泰、华勤、龙旗）保持多年深度合作；此外，公

司还与全球主流面板厂均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公司已建立起全方位客户合作

体系，为主营业务收入快速增长打下良好基础。 

https://www.baidu.com/link?url=zIg_l3kqBNsmXRatkIoZUqh1NUMPJKZqSkGr4oOsXMabKL_Uv83Wk0ndiwDK5SXYldR6nuY0SwyCL_S5ORV0ff1wkFY5pxqh-vBsym8vl8jycPk00Zz0baggnj7z6QeZChs3YubQXs30-COYLp-FCfUt0OEiS8niyMvwD8J9To1ZxsbsbLAhYdzLsYeOOHa8zBfI9PkFUkehUBKQD63vdwzw06bDUz2835VQAkPispkwkwCsEMuQFiI5lrEWp4ZTk7kFJc5pr1S_IRaCdYsFdgVdr28NwITEh1_qMCbxfyOr3Vzx5RCP2CkbGL6FTg1uTwQLS_bmwpoK9ENH_0Li3OD7k_tvkeqC_hYA4sq74i9a4hyORC_ECyl_nzosQQuUiJeuTnH1oIHaxSgSjp02jq6vvAxs7r0O_KXKE4SWtgh8Q7N--AedFJHVL9j990hPDnMuOqS5HptkdD5TWFQ8r6UyG_FVRxsXxc30RsB8QHHbG4FCLaRGk4Se3ZX8RnRYLiTH0nreg43LZ27d40vv4DT8KWiNBKEQx-tulyq4ZUuWEahUk9xchvPpU9ELC0dXKa-2or6ioWo1uai6_IA5Oa&timg=https://ss0.bdstatic.com/94oJfD_bAAcT8t7mm9GUKT-xh_/timg?image&quality=100&size=b4000_4000&sec=1571905357&di=cd120d407e6a0e6add45888dec86b3fe&src=http://soomal.com/images/doc/20170119/00066179_01.jpg&click_t=1571905363738&s_info=1350_655&wd=&eqid=9ff65b7300025d31000000065db15f4d
https://www.baidu.com/link?url=Ppx7E6RqsXIs7U9BmlkMp3nh5F-OXxGNXJEO_u6TFCIECAO-YQk2gHgwqrTrSY7cAq4YokuDUth5AUfU4CUoN9Yf9bMQY8HJYeNqx_luv63lXTOtvxhShb3k0rfazw3pOegL_Z5kqrjuwDSpJwPMlBQEC0Y_G8xwhBWOMaKOcv9k3znjmVkWjWVuVok10N9bZkYH5w7eRN66yr2VFYY9TSNxu8RIR3lwlq-I0xf7VSAbBcD7TCNa4ihlxZpTAmMWMA-0gIO0k-MOgm5XL2kgVsKEIladjjCaFTQWu2bPiHbbVtnFm2YTwDs8xXg6lYZEYYwGI9oRpdQqE1zANmdLBZoRlFhRPGgj2kA2o0dVAeqKOOJqdXDgBwh9n9rgxpzl8aWrp-B8cRcDbe-HZ1yji2JT4fs7s1p9plQ50r_Ex19QzbDE6F1wx3euTQDEWrZvpOYBRhCJFzK4E66U05PAJB8UUKN9u7dfl7hTli8mbdObd326H3nM8ZAUi61D6_5CekftBksuYOCn7NHMFvIEI5xWBv4_Up5u3jfelExTfjJxcCaNi4Z88svzBZRj1TLdTijPmDaEWuat219rzDDb6yKTaxgpY2iJKbWef3JeZ8Kz8OWVt-gSylMoO_kFpRNJ&timg=&click_t=1571904709034&s_info=1350_655&wd=&eqid=93552d690001f1b9000000065db15cc2
https://www.baidu.com/link?url=qhGuU_UhxVnXbbGiAzWfSBIA7MbaImHvsDb0ZDD09PujtPWEvD3IhGd9iRLyJB0BpAPX7uyJr50yMOCAKpU_Sfea_gBeuwOBZHnTdI9S25W0WG6JCb7eiOn9LyjIECM1hXT9Eaejcvw8do60q3ZiTEG0N67cN94hiz-ZeqFIIIXt630ib1EflC8FnsX3ohq0Ug_DlW3Ogs_LyUZd-4yHlLbimtSV5a3GIM54s5abSHdbKRrd6DN74js86blnOY_NJViWVkJfYrAma8jbBDm9Vm2J-Gc5NZJwZyDHxLgloyYSBHgb8wzWrRKhImFgYPwFRp5ITJuWk3CukT9XfD52erWzraJQMZLKsO3gV2YCMpgGnNofxIVYX4jqXEvkUoGJOc4PZ5dxIjfJsOnScm36AGy0uZWFwPG9Ax66OQvQ26-f9m80n-EcejRldsAMiKLH40_7JYcQ-ydC2fWKgmHyufNf8ehsoB8jbaMwTnk3nFfnmuReOA8eMajUD5pZxPyXkRFtf_u0BTvBWQL6S6BHg-2JYPJI10OGbZWAezE4m1CF2MhVK_uGTiN4YUsaoK46xu9h3A2ydjVxUNuV5eYS-BXwwjMYTaerx5lmWRKecPy&timg=https://ss0.bdstatic.com/94oJfD_bAAcT8t7mm9GUKT-xh_/timg?image&quality=100&size=b4000_4000&sec=1571905039&di=d82d5c2cd8d6fd9a80616a6497b5383b&src=http://5b0988e595225.cdn.sohucs.com/images/20181209/eb3122e4c3ad4d5c894d8d0a4098ca49.jpeg&click_t=1571905039720&s_info=1350_655&wd=&eqid=a971f9d300033daf000000065db15e0e
https://www.baidu.com/link?url=JyW-zL5xbbGwauT-QfX7c-vxphLXG17Zrr6Lx_qe8Elapm7ekUSNguXejp1wlFHpqef61FcfklX0jjRe9S4mkuZlXhSjI13yidbTWIBqVfnPqhNvde7a5C66pJSDdqfCQkfVOZXFyBIDiBxjdKxc_pwT6MEQmiBY_YbHyWdLX8JLLEljHylDJAS_qv-5TErANqBKPXM_eLjGTlMjh0WfBQvbitvf30e03IRkT36GLO9vwiJsST0FRGPuwkHiQbC4poN4PLx3d28xfCzHhS0hs1TifNeUcRjAJk6D9Dc8n5b4EuFtfoFzs7uRueLAJykesATEYl8tcU9fPBqOom5GIF4drDBdK2HWkLt-IeQiYsUfq29XKmTD6X5O8eEcu5fWJ5OtpeigCrykZH6kfZl_zf2aFR5w90yvwyZX273ys07LC-i5WzUeaskZeD4XG5gwji0-NxtzwIiVpSWuOuT0ZMWV2oujDwAVUgXjx0iOUNdD2m5MO0d6by7Dg0edxZcXMfytaPjiS1QogHr3eKgleLu8zXwfLlmGQ0mwuWt0xPFtAc0xMw0-FYN9czuphqtwinkiK2rK_WWv9H_ukgQNYkfDrYBDwS_DT-C5vZRt5GaEEOug-PoRQoD-lecyBc52&timg=&click_t=1571905203633&s_info=1350_655&wd=&eqid=84b4c5c00000d532000000065db15eb2
https://www.baidu.com/link?url=O7J4AQGKSoTYf_HssnBxzghyBnhJKbPE9oXtrS3-TKIZXowSBW3ckgngBdLjcfipHqrDm3cnNhLMufH2o5Vj1wrgUlbtjcmlrFJLw2apBnUPjLgJcHweeisYFSBwOa0b_WHYrevOj9Wy4-sNMt1PHVmJg_iMteGjDJ9ucgvtHRGQyo-BRnqxVwxy76SuRdGN50fM_espmuqaBVAY4TfImOQvJz2Xs_uVjI1KCNU46vd9EJ0culiLKumVb8ETc8Y8H-Q910JrmXsPM15pQxdNxwu3iUEPjbtUVqRa_-bqFIt8SoQw3fgDj4icc2i-KGxp1LoEuZhCvJ_FQuGNpphbGfYbu78j0S2xHX0607y-DhEDBCc-QlsAWGEVju-iWhQxESv83AvUE4L49Qr9ek58lEOersVwhuykBJGOW2-9iwKEAx0iLc7QK1a1VFBd4Vh9AxP3VyRzTg1DXlG-m65ZKcVif1bygP7YFIWDPSFqRLHliM1x0zoF_O4ee4I28IOc_CRHofN0nid7AMj42yUBNY6o76cGmlBREJ0Kxk5Bf5fHEllF8JMCvifmk4KkqzZ6dX_AcWZ2-5MHuislwHT6O1OLnUCThEGZrua8rbGzW3e&timg=https://ss0.bdstatic.com/94oJfD_bAAcT8t7mm9GUKT-xh_/timg?image&quality=100&size=b4000_4000&sec=1571904996&di=fb28f4319072870c8c73f3aee3e48d89&src=http://ku.90sjimg.com/element_origin_min_pic/17/07/17/b4f5a9bc2066b007119905720aa78c83.jpg&click_t=1571904999097&s_info=1350_655&wd=&eqid=be3d8f950002c563000000065db15de3
https://www.baidu.com/link?url=TLHG7AOJN2cqM2qOEzaj2A2isaimNYfK1X5S1SMQSqxyPqeTH5Nf8NyQNBt1dk2mkn0CzX0nFKPrxJL3VlQBK1vOZFu9hw04R6IhK9wkw4ayuehCfcKlDlGcJ1yBWY2a63t8xVsxAkuOtylQWy8FYVOkxV7bNkrBrlq4UH9tSklbN8p_ZZIwrGCf3PFgiJNzEK3pQmvzHrJayXATLbr36Ak4yDLpke2KbdEPQJ60c60OKtMLV3t4jrhTB-sxbFi4wkZOp4FmbWjmE6fET51RufXZk1P31eBq_qbKVXVFRgIAoTuAEYQ4_FwzV0n6zDn8nvCMJ4ovQsCMh-OC-y75fJ9P53xbp1quz7nkTzhtXlMV3y-jhha4iJAEcmOffJDBM_9X_L4eMzlzs4FSwu89yiNlm6midwe5ynOMACg3I3bgcH-I9KV8-5mNaDYnQwVFm-XvrLwT809WUl-vWsfC7M1tka5mCAtI-Eusd_jM6e00m3rjMHwsOS2Dxd1QjduKdhlvVMrkFC5I0JMCkG-NzGNq2AO42j8TDnXUYx3kh7X2mLFiIPqyRa2UkB-DigZYvjvnsPN2ycMSPBc4zDud5K&timg=https://ss0.bdstatic.com/94oJfD_bAAcT8t7mm9GUKT-xh_/timg?image&quality=100&size=b4000_4000&sec=1571904762&di=facc29e27116d79a9578a001f10cdcb0&src=http://img.chinagazelle.cn/6fcd47740f414678a8e79f01be0de301.jpg&click_t=1571904834720&s_info=1350_655&wd=&eqid=c9b19c000001a02d000000065db15c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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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已完成生产基地的全面布局 

公司现已完成生产制造基地的全面布局，国内方面，公司拥有赣州和南昌两

个生产基地，具有较强的交付能力，能够满足客户采购需求；海外方面，公司已

在印度建立生产基地，并已成功实现量产，这不仅提高了公司的海外及时交货能

力，而且使公司可以有效规避中美贸易摩擦所带来的诸多风险，还使公司可以充

分利用印度较低的人工成本，获得成本优势。 

3、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手机的不断演进倒逼模组厂商同步改进工艺，持续增加设备投入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们需求的提升，手机在功能、形态、尺寸、分辨率等方

面不断演进，倒逼上游供应链厂商同步更新工艺，持续增加设备投入。公司作为

国内主要显示模组厂商，多年来紧随下游变化，资本投入逐年增加，单位产线投

资额已从 2012 年的 200 万元左右上涨至当前的 6,500 万元左右，客户结构不断

优化，目前已基本覆盖全球主要手机品牌厂商和 ODM 厂商，为持续满足客户需

求，公司必须继续提升工艺水平，进行大量设备投入；同时，随着智能手机向“真

全面屏”（100%屏占比、隐藏摄像头）乃至折叠屏、环绕屏的进一步进化，以及

5G 技术对智能手机的全新要求，将会对显示模组厂商的资本实力提出更高的要

求。公司仅仅依靠自身积累和间接融资难以完全满足业务规模扩大与新工艺新设

备的资金需求，因而需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进行融资以获取资金支持，本次非公

开发行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随着手机演进，公司历年来因改进生产工艺实施的设备投入及主要客户变动

情况如下： 

手机 

分类 

主要 

年份 

手机演进 

情况 

公司核心生产

设备 

单位产线投

资额 

公司主要服务的终

端客户 

功 能 机

时期 

2012 年之

前 

 

切割机、贴片

机、半自动

COG 机、手动

FOG 机 

200 万左右 国内 2 线手机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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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 

分类 

主要 

年份 

手机演进 

情况 

公司核心生产

设备 

单位产线投

资额 

公司主要服务的终

端客户 

智 能 机

时期 

2012 年至

2014 年 

 

切割机、贴片

机、全自动

COG 机、半自

动 FOG 机、半

自动背光组装

机 

500 万左右 

中兴、TCL、HTC、

传音、Micromax、

LAVA 

2015 年至

2016 年 

 

切割机、贴片

机、全自动

COG 机、全自

动 FOG 机、全

自动背光组装

机、OCA贴合

机 

1,500左右 

华为、中兴、TCL、

联想、酷派、HTC、

传音、Micromax、

LAVA、INTEX、诺

基亚、LG、朵唯、

魅族 

全 面 屏

时期 

2017 年

Q1-Q2 

 

异形切割机、贴

片机、全自动

COG 机、全自

动 FOG 机、全

自动背光组装

机、OCA贴合

机、OTP 机、

AOI 设备 

3,500 万左

右 
华为、TCL、联想

/MOTO、传音、诺

基亚、LG、魅族、

海信 

2017 年

Q3-Q4 

 异形切割机、贴

片机、全自动

COG 机、全自

动 FOG 机、全

自动背光组装

机、OCA贴合

机、OTP 机、

AOI 设备、激光

切割机、CNC

切割机 

5,000 万左

右 

2018 年 

 

华为、TCL、联想

/MOTO、传音、LG、

三星、OPPO、vivo、

小米 

2019 年 

 

异形切割机、贴

片机、全自动

COG 机、全自

动 FOG 机、全

自动背光组装

机、OCA贴合

机、OTP 机、

AOI 设备、激光

切割机、CNC

6,500 万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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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 

分类 

主要 

年份 

手机演进 

情况 

公司核心生产

设备 

单位产线投

资额 

公司主要服务的终

端客户 

切割机、COF

设备、盲孔封胶

设备 

（2）全面屏已成为智能手机市场主流，公司亟需提升全面屏的制程和出货

能力 

随着面板技术的不断进步，手机屏幕尺寸提升已达极限，除了显示材料的升

级以外，高屏占比（全面屏）脱颖而出。全面屏通常是指真实屏占比可以达到

80%以上，拥有超窄边框设计的智能手机。全面屏从高像素和大视野两方面给予

消费者更佳的视觉体验，现已成为智能手机市场的主流。主要手机厂商华为、苹

果、三星、小米、vivo、OPPO 等都已在自己的主要产品中应用了全面屏，并向

中低端机型不断渗透，市场前景广大，根据 CINNO Research 的统计，2017 年全

面屏在智能机市场的渗透率仅为 6%，2018 年约为 50%左右，2021 年将增长至

93%。 

全面屏手机要求对显示面板进行精度极高的异形切割、打磨和贴片组装，同

时全面屏又有不同的实现方案，包括刘海屏、水滴屏、挖孔屏、双屏、滑盖屏、

机械升降等，不同的方案对设备工艺的要求又不尽相同，从而对显示模组厂商的

制程能力、工艺水平提出了革命性的改变。通过募投项目的实施，公司能够提升

全面屏的制程能力和出货能力，满足多种全面屏方案的加工要求，生产符合市场

需求的领先性产品，从而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推动公司的快速发展，增强公司的

市场地位，本次非公开发行具有必要性。 

（3）本次募投项目是提升公司生产能力，增强公司盈利水平的重要举措 

智能手机显示、触控一体化集成度高的趋势，不仅对模组厂的生产技术提高

了要求，同时亦对模组厂及时交付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项目实施达产后将

在现有产能基础上每年新增高端产能 6,000 万片，极大的提升对客户的及时交付

能力。 

同时，本项目的实施将推动公司生产流程、生产硬件设备全面升级，实现工

业 4.0 下的智慧工厂建设，全面满足全面屏模组产品特性要求。项目实施后，公

司设备的智能化程度高、精度高、关键工序带 AOI 自动检测功能，并可以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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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无人员接触产品，对质检人员的依赖性降低，质量保障成本降低，提升高端

产品的质量保障度、良率稳定性，极大改善产品的微观问题、可靠性问题。此外， 

全自动生产线的建设，其意味着大大减少直接人力，有效规避未来缺工问题，降

低运营成本，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成本控制能力，加之升级后的高端产能由于其技

术附加值更大，产品售价、利润更高，从而在满足未来行业发展趋势的同时，将

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 

4、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政策可行性 

TFT-LCD 模组作为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中一部分，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产

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中明确指出将“信息产业中的薄膜场效应管

体管 LCD（TFT-LCD）、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电子纸显示、激光显示、3D 显

示等新型平板显示器件、液晶面板产业用玻璃基板、电子及信息产业用盖板玻璃

等关键部件及关键材料”列为国家鼓励目录；《“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规划》中提出实现主动矩阵有机发光二极管（AMOLED）、超高清（4K/8K）

量子点液晶显示、柔性显示等技术国产化突破及规模应用，推动半导体显示产业

链协同创新。围绕 TFT-LCD 模组，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规划，如《通信业“十

三五”规划》、《电子基础材料“十二五”规划》、《电子信息制造业“十二五”规

划》，明确将 TFT-LCD 产品及相关产业作为其重点发展内容；《重大技术装备自

主创新指导目录（2012 年版）》中将 TFT-LCD 设备作为其重要发展的重要一项，

同时强调要加强产品生产工艺及设备的稳定性。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为公司稳定

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2）市场可行性 

根据 IDC 统计数据，2015-2018 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均保持在 14 亿部

以上的较高水平。随着 5G 移动通信系统的建设与普及带来的换机潮、用户数量

增长、新兴市场的发展以及全面屏手机渗透率提升的带动，将进一步拉动智能手

机的需求。全面屏作为未来行业主要发展方向之一，渗透率将逐渐上升，根据

CINNO Research 的统计，2017 年全面屏在智能机市场的渗透率为 6%，2018 年

约为 50%左右，2021 年将增长至 93%，全面屏手机未来市场容量较大。本项目

通过购进生产设备建设年产 6,000 万片异形全面屏二合一显示模组建设项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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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达产后在现有产能基础上新增高端产能 6,000 万片/每年，随着全面屏手机的进

一步普及，目标市场完全有能力消化该部分产能。 

（3）技术可行性 

公司是国内较早从事 TFT-LCM 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主要企业之一，经过多

年的发展，产品设计开发水平、产品生产工艺水平在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公司

所产产品经过多项检测环节，保证了产品品质的稳定性，已成为全球主要手机制

造商的重要供应商。经过多年的市场积累，公司形成了一套能够适应市场快速发

展及变化的生产工艺，保证了产品生产技术的稳定性。综上所述，本项目具有技

术可行性。 

（4）人才可行性 

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已经拥有了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和人才储备机制。

自创立之初公司就十分注重人才的内部培养，并用合理的待遇、良好的机制、

良好的企业文化吸引优秀的管理人才和研发人才加盟，公司践行“能者上、庸者

下”的晋升机制，培养员工成为相关领域熟手乃至专家，在市场营销、技术研发、

生产管理、品质管理、材料采购等诸多关键的经营环节均打造出一支忠诚可靠、

专业过硬的团队。公司核心管理层均从业多年，同行业工作经验平均约 14 年，

长期专注于电子行业，具备丰富的管理经验和专业知识，能够有效的组织公司的

高效运营；在研发创新方面，公司设有研发中心部，负责新产品开发，并使之

顺利导入量产，同时对生产提供技术支持，推动产品品质的改善，这些人员均

具有丰富的产品技术标准方面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经验，技术素质较

高。 

公司对本项目的启动做了充分的人才准备工作，包括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

人才，以保证本项目的顺利实施，本项目具备人才可行性。 

5、项目投资概况 

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68,403.00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 60,000.00万元。 

6、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 

本项目拟由赣州市同兴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实施。实施地点为赣州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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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宝福路以东、赣通大道以南，赣州市同兴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已取得相应的土

地使用权，所涉及的土地使用证编号为赣市开国用[2014]第 31 号。 

7、项目建设期 

本项目建设期为 24 个月。 

8、项目经济效益测算 

综合经济分析表明，该项目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17.59%，税后投资回收期

6.94 年（含建设期 2年），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9、项目备案与环境保护评估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该募投项目已完成江西省投资项目备案，项目代码：

2018-360799-39-03-031914，并且取得赣州市环境保护局开发区分局出具的赣市

环开发[2019]19 号环评批复。 

（二）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除用于年产 6,000 万片异形全面屏二合一显

示模组建设项目外，还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以增强公司营运资金实力，加强公

司在液晶显示模组行业的竞争优势。 

1、项目概况 

拟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2,00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满足

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进一步确保公司的财务安全、优化财务结构、增强公司市场

竞争力。 

2、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经营模式的需要 

公司产品从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到实现销售，平均周期为 3 个月左右，在

此过程中需要公司垫付大量流动资金用于生产经营，流动资金不足将导致相关的

工作程序无法开展，从而限制公司的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张。 

（2）改善公司财务状况需要 

公司资产基本为流动资产，2017-2019 年公司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保持在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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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公司营业收入增长一般需要配备较高的流动资产，2017-2019 年，公司经

营性流动资产占收入比在 62%左右。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负债率

为 76.64%，虽然目前公司运转良好，能及时偿付经营性负债，从未因偿债能力

不足而拖欠供应商或出票银行款项，但长时间较高的资产负债率将影响公司的经

营安全。因此，补充流动资金能有效降低公司经营风险，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

实现公司长期持续稳定发展。 

（3）公司业务规模扩张需要合理规模的流动资金支持 

随着公司销售规模的快速发展，公司需要较大的营运资金支持生产周转与营

销服务。目前，公司产品主要应用方向为智能手机，随着经济条件的不断改善、

新兴市场的增长、全面屏手机的进一步渗透，以及 2020 年 5G 网络商用带来的“换

机潮”，保证了智能手机市场巨大的需求量。公司营业收入规模随之扩大，营运

资金缺口也将加大。 

公司未来营运资金的需求与公司营业收入的增长速度密切相关，营业收入增

长速度越快，公司对营运资金的需求量越大。近年来，公司业务保持高速发展态

势，营业收入逐年较大幅度递增，促使公司将面临较大营运资金缺口。对营运资

金的需求随之增加，为了保障公司具备充足的资金以满足主营业务增长与业务战

略布局所带来的流动资金需求，公司拟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

金。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及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有利于实现公司业务的进一

步拓展，巩固和发展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优势，增加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长

期发展需求及股东利益。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股票的发行将进一步扩大公司的资产规模，资本实力进一步增强，

有利于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均会

有所增长，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有所降低。本次募集资金将会得到有效使用，通

过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项目效益的逐步释放将为公司和投资者带来较好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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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从而促进公司健康发展。 

四、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以及未来公司整体战

略发展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募集资金的使用将会为公司

带来良好的收益，为股东带来良好的回报。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壮大

公司生产经营规模，提升公司生产经营效率，促进公司的持续发展，增强公司的

竞争力。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运用合理可行，符合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

利益。 

（以下无正文）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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