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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87                             证券简称：维信诺                             公告编号：2022-022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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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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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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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信诺 股票代码 002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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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凤英 丁文娟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路 1 号院 7 号楼环

洋大厦二层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路 1 号院 7 号楼环

洋大厦二层 

传真 010-58850508 010-58850508 

电话 010-58850501 010-58850501 

电子信箱 IR@visionox.com IR@visionox.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21年公司聚焦于OLED显示，以引领中国OLED显示产业为目标，积极把握市场机会，各项业务稳定发展，业绩成果显著

提升。同时，公司的集团化管控初见成效，通过股权优化和股权激励政策，进一步赋能综合治理和人才的可持续发展。各经

营单元核心团队架构和组织绩效考核体系搭建完成，经营责任主体和绩效考核指标进一步清晰化和合理化，制度流程的管理

规范化和信息化加速推进，有效保障了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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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续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在折叠、高刷新率、新型像素排布、屏下摄像头、低功耗等创新技术的产品中持续发力，

实现AMOLED多项显示技术全球领先。同时，公司通过不断的调整市场策略及客户结构、努力争取新的客户资源等措施，市场

份额得到有效的提高，品牌影响力也大大增强。根据群智咨询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AMOLED智能手机面板出货6.4亿片，

中国大陆面板厂商的AMOLED面板出货量约1.4亿片，同比增长约为60%，维信诺出货量超过3000万片，同比增长48%，尤其是

第四季度，呈现高速增长趋势，全年位列全球第四，国内第二。2022年，公司的工厂运营能力将稳步提升，供应能力将大幅

增加，公司也将紧紧围绕客户需求，将研发成果快速转化成量产出货，为市场供应更高质量和更先进技术的显示面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54,447.06万元，同比上年增长32.32%；其中AMOLED产品收入438,941.83万元，同比上年

增长103.62%。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3,867,138.52万元，同比上年度末增加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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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38,671,385,176.95 38,524,849,342.06 0.38% 37,151,081,51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597,067,379.84 15,191,951,119.72 -10.50% 14,972,502,481.59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4,544,470,602.59 3,434,331,072.15 32.32% 2,689,559,155.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38,377,470.85 203,571,007.83 -904.82% 64,030,265.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81,537,972.99 -739,440,012.95 -140.93% -940,062,529.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11,365,308.65 755,389,459.01 153.03% 1,209,483,003.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979 0.1488 -905.04% 0.04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979 0.1488 -905.04% 0.04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38% 1.35% -12.73% 0.4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15,464,304.14 788,640,622.98 1,329,342,861.89 1,811,022,813.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7,387,434.83 -286,098,391.67 -379,041,995.31 -515,849,649.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72,071,770.01 -377,886,390.82 -383,900,900.68 -547,678,911.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3,674,790.80 721,276,151.53 -439,623,748.81 936,038,1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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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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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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26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48,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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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合肥建曙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57% 160,000,000 0   

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集体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9.53% 131,730,538 0   

西藏知合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36% 240,000,097 0 质押 240,000,000 

建信基金－工商银行－建

信华润信托兴晟 6 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4.87% 67,365,269 0   

农银汇理（上海）资产－

农业银行－华宝信托－投

资【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4.76% 65,868,263 0   

光大保德信资管－光大银

行－光大保德信耀财富富

增 9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4.76% 65,868,263 0   

金鹰基金－中信银行－华

宝信托－华宝－中信 1 号

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4.33% 59,880,239 0   

国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

国投泰康信托金雕 681 号

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2.09% 28,902,144 0   

林利娥 境内自然人 0.88% 12,203,743 0   

赵桂荣 境内自然人 0.87% 12,051,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2021 年 3 月，合肥建曙投资有限公司与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集体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91,730,538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21.1%。除前述内容外，公司未知悉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情形。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注：西藏知合分别 2020 年 12 月 18 日与 2021 年 2 月 4 日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350 万股、385 万股与中国银

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进行了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到期购回日为 2021 年 12 月 16 日。目前，西

藏知合已按照约定归还银河证券本金及利息，为避免因购回而构成短线交易，西藏知合本次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的购回股份

将延期过户，购回日期由 2021 年 12 月 16 日延期至 2022 年 6 月 24 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8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按时还款并延期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177）。截至本报告期末，西藏知合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40,000,09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36%；通过银河证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7,3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为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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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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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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详见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和第六节“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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