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或“保荐机构”）作

为上海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辉光电”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科创板上市公

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负责和辉光电

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本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 

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

针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

划 

保荐机构已制定持续督导计划，并依

据工作计划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开

始前，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签署持续督

导协议，明确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

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和辉光电签订《保荐协

议》，该协议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导

期间的权利和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

易所备案 

3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

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定期

回访、现场检查等方式，了解和辉光电

业务情况，对和辉光电开展了持续督

导工作 

4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法

违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前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报告，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

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2021年度，和辉光电在持续督导期间

未发生按有关规定须保荐机构公开发

表声明的违法违规情况 

5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

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应当

发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

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具体情

况，保荐人采取的督导措施等 

2021年度和辉光电及相关当事人在持

续督导期间未发生违法违规或违背承

诺等事项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

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在持续督导期内，保荐机构通过培训、

口头交流等形式督导和辉光电及其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

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切实履

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

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

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行为规范等 

保荐机构已督促和辉光电依照相关规

定健全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公司治理制度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

度，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

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关联

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对

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

等 

保荐机构已督促公司建立健全相关内

部控制制度，且得到了有效执行，未发

现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执行存在失效的

情况 

9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

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并

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保荐机构已督促公司按照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建立健

全信息披露制度，并按制度规定严格执

行，并已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

关文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

前审阅，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及时督

促公司予以更正或补充，公司不予更正或补

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对上市

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前审阅的，应在

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五个交易日内，

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工作，对存在问题的信

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更正或补

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1年度，保荐机构对和辉光电的信

息披露文件进行了审阅，不存在应及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情况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

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并督

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2021年度，和辉光电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未发生该等事项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

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及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报告 

2021年度，和辉光电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针

对市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司

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信

息与事实不符的，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实披

露或予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

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1年度，和辉光电不存在应及时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情况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督促上市公司做出说明

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一）涉嫌违反《上市规则》等相关业务规

则；（二）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

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

（三）公司出现《保荐办法》第七十一条、第

七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四）公司不配合持续

督导工作；（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人认

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2021年度，和辉光电未发生该等情形 

15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

现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 

保荐机构已制定了现场检查的相关工

作计划，明确了现场检查工作要求，并

已按规定对和辉光电进行了现场检查 

16 

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人应自

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十五日内或上海证券

交易所要求的期限内，对上市公司进行专项

现场检查：（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

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二）违规为他人提供担保；（三）违规使

用募集资金；（四）违规进行证券投资、套

期保值业务等；（五）关联交易显失公允或

未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六）业

绩出现亏损或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50%

以上；（七）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情

形 

2021年度，和辉光电不存在该等情形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2021 年度，公司不存在需整改的问题。 

三、重大风险事项 

公司目前面临的风险因素主要如下： 

（一）尚未盈利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02,054.6,515.82 万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未分配利润为负数。若公司不能尽快实现盈利，公司在短期内无法

完全弥补累积亏损，存在短期内无法向股东现金分红的风险，将对股东的投资



 

收益造成不利影响。 

公司亏损主要是因为 AMOLED 半导体显示面板行业具有技术密集性和资本密

集性，行业对研发技术和生产工艺等要求较高，需要持续投入新技术及新产品

的研发，同时生产运营的固定资产投入也较大，且从项目建设到达成规划产能、

完成良率爬坡、实现规模效益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因此在投产前期，由于固

定成本分摊较大，行业厂商通常因单位成本较高而产生亏损，甚至可能存在产

品毛利率在一定时期内为负的情形。随着技术工艺的成熟、产品良率提升以及

产量的增加，规模效应逐步显现，公司毛利率和净利润率正逐步改善。 

（二）产能不足的风险 

公司通过重点发展刚性产品的差异化市场竞争策略参与市场竞争，取得了

较高的产能利用率和较好的市场份额，但公司与同行业龙头企业产能规模方面

仍存在一定的差距。根据市场公开信息统计，三星电子目前拥有 5 条产线，量

产产能达到 436K/月；LGD 拥有 3 条产线，量产产能达到 84K/月；京东方拥有 3

条产线，量产产能达到 100K/月；公司当前仅有 2条产线投产，截至报告期末，

量产产能为 30K/月，与同行业主要竞争对手存在一定的差距。 

（三）经营风险 

1、产品结构单一的风险 

公司设立之初即专注于 AMOLED 半导体显示面板业务，而非在拥有其他半导

体显示面板业务（如 LCD 面板）基础上介入 AMOLED显示面板生产，在 AMOLED

半导体面板业务投入较大、前期未能实现盈利的背景下，公司不存在其他业务

为公司贡献一定比例的业绩。同行业公司京东方、深天马、TCL科技等均系在拥

有大规模 LCD 产能的基础上介入 AMOLED 半导体显示面板业务的，一定程度上可

以适当分散 AMOLED 面板业务的投资风险。综上，报告期内，公司专注于中小尺

寸 AMOLED 半导体显示面板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主营业务收入全部来自于

AMOLED 面板产品，未来一定时期内公司仍继续坚持 AMOLED 半导体显示面板业

务，基于对 AMOLED 面板产品的依赖度依然较大，因而公司业绩受 AMOLED 面板

下游需求和行业竞争的影响较大，分散业务风险的能力较弱，面临产品结构单

一的风险。 



 

2、公司关键设备、原材料依赖进口的风险 

公司的关键设备包括离子注入设备、退火设备、曝光设备、刻蚀设备、蒸

镀设备及封装整合设备。报告期内，公司的关键设备 100%通过进口，主要由日

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的公司生产提供。若国际贸易摩擦升级，导

致设备供应商所在国家或地区出台针对境内企业的限制性贸易政策，可能会对

公司未来的产能扩张、设备升级改造形成不利影响。 

公司的主要原材料中，芯片、偏光片及基板玻璃主要由境外厂商生产。若

国际贸易政策出现变动，前述原材料价格出现持续大幅波动，或供应链稳定性

受到影响，将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较大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公司盈利水平

和经营业绩。 

3、研发人员流失风险 

公司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对技术人员的依赖度较高。截至报告期末，公

司拥有研发人员 915 人，占员工总人数的 22.32%。未来，如果公司薪酬水平与

同行业竞争对手相比丧失竞争优势，将难以引进更多的高端技术人才，甚至导

致现有骨干技术人员流失，将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四）财务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为负，主要原因是 AMOLED 半导体显示面板

行业系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行业对技术和工艺要求较高，所需固定

资产投入较大，且从项目建设到达成规划产能、完成良率爬坡、实现规模效益

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一般前期由于固定成本分摊较大，导致单位成本较高而

产生亏损。如果市场竞争的加剧,公司无法实现技术工艺的持续优化改进、产品

良率提升以及产量的增加，则规模效应难以显现，面临毛利率难以改善的风险。

若未来毛利率持续为负，将给公司经营活动带来不利影响。 

 （五）行业风险 

1、关键原材料供应风险 

2021 年缺货潮贯穿整个面板产业链，受新冠疫情、国际贸易摩擦、局部战

争及地缘政治争端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影响，面板上游核心原材料的供应安全



 

已对产业链产生了实质性威胁。 

尤其在上游 AMOLED 芯片领域，现有主要的芯片设计商仍为日韩及台湾地区

设计公司，其芯片投片与封装测试供应商也多集中在韩国、新加坡与台湾地区。

境内新型显示产业国产化配套程度相对较低，设计、制造、封装技术大多仍处

于产品验证阶段，尚未导入批量生产。面对不稳定的全球大环境，公司需要大

力加强供应链的上下游合作及风险管控，保障稳定生产。 

2、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全球面板领导厂商三星电子等，在 AMOLED 面板领域依然拥有产能规模、新

技术开发及客户资源等优势。随着国内各面板厂商产能逐渐释放，供给智能手

机、智能穿戴等消费类电子终端产品的产能充足。此外，全球疫情持续，IC 供

应紧张，贸易摩擦等因素将进一步加大行业的整体市场竞争风险。 

 （六）宏观环境风险 

1、新冠肺炎疫情风险 

2021 年以来，新冠病毒疫情继续在中国和全球范围内爆发。疫情对宏观经

济、各行各业造成了显著影响。我国各地政府相继出台并严格执行各项疫情防

控措施，取得了良好的疫情防控效果。疫情发生以来，公司严格执行政府部门

关于疫情防控相关指导，制定了有效的疫情应急防控计划，实施了各项防护措

施，确保在抗击疫情的同时安全生产。 

公司生产过程自动化程度较高，疫情期间没有停工停产。但公司部分重要

原材料及核心设备在中国境外采购，国际航班的减少及运力的紧张使得材料、

设备供应商的交付周期变长、运输价格的上调等，将导致公司采购成本的上升。

同时受疫情隔离要求，境外供应商不能及时提供技术配套服务。因此未来若疫

情在全球范围内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公司可能面临供应交期延长及成本

增加的风险。 

2、汇率波动风险 

公司存在境外采购与销售业务，通常以美元、日元等外币定价并结算，外

汇市场汇率的波动会影响公司汇兑损益。未来，如果境内外经济环境、政治形



 

势、货币政策等因素发生变化，使得本外币汇率大幅波动，公司将面临汇率波

动的风险。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1 年度，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1 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2021年 2020年 

本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2019年 

营业收入 402,054.66 250,205.44 60.69 151,308.53 

扣除与主营业务

无关的业务收入

和不具备商业实

质的收入后的营

业收入 

398,724.57 245,584.77 62.36 /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94,515.82 -103,611.54 不适用 -100,596.9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07,025.52 -107,291.05 不适用 -102,837.63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410.72 -17,885.36 不适用 -40,868.26 

 2021年末 2020年末 

本期末比上

年同期末增

减（%） 

2019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739,833.41 1,034,135.65 68.24 1,100,447.20 

总资产 3,313,960.11 2,477,067.01 33.79 2,287,696.16 

2021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主要财务指标 2021年 2020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2019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0 不适用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0 不适用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元／股） 
-0.09 -0.10 不适用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4 -9.71 

增加3.17个百分

点 
-9.5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7.41 -10.05 

增加2.64个百分

点 
-9.79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10.23 14.13 

减少3.90个百分

点 
27.52 

上述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如下：  

2021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02,054.66 万元，较上年同期 250,205.44

万元增长 60.69%，实现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入 398,724.57 万元，较上年同期 245,584.77 万元增长 62.36%，

主要系第 6 代 AMOLED 生产线产能释放，总出货量增加。其中，公司重点发展的

平板/笔记本电脑类 AMOLED半导体显示面板产品本期出货量大幅增加。 

2021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9,410.72 万元，上年同期为-

17,885.36万元，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由负转正。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商品收到

现金的增幅大于购买商品支付现金的增幅，规模效应初步显现。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3,313,960.11 万元，较上年期末

2,477,067.01万元增加 33.7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739,833.41

万元，较上年期末 1,034,135.65万元增加 68.24%。公司的总资产和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增加主要系公司在本期收到科创板上市募集资金。 

2021 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6.54%，较上年同期-9.71%增加 3.17

百分点，主要系公司在本期收到科创板上市募集资金。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验丰富的运营管理团队和专业化的行业技术队伍 

公司主要管理团队具有丰富的半导体及显示面板相关的行业经验，能够对

行业趋势进行深入判断，并在把握行业和公司发展方向的基础上，制定适合公

司发展的战略和经营规划。公司董事长傅文彪先生曾在上海压缩机厂、上海电

线电缆集团公司等多个企业担任厂长或总经理职务，并于 1997 年出任华虹 NEC

副总经理，参与领导了国家“909工程”中国大陆第一座 8英寸半导体工厂（华

虹 NEC）的建设与运营。2001-2008 年期间，傅文彪先生担任上海市政府信息化

办公室副主任、上海市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并兼任上海市无线电管理局局长。

2009-2016 年期间，傅文彪先生担任华虹集团董事长，并兼任华虹半导体



 

（1347.HK）董事长、华力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具有丰富的半导体相

关产业运营管理经验。 

公司秉承“勇敢、诚实、智慧、谦和”的企业精神和“专注打造中国最好

的 AMOLED 显示屏”的企业使命，吸引了来自中国、中国台湾以及日本等国家和

地区的具有丰富经验的半导体显示面板及相关行业的专家，组建了成熟的核心

技术人员团队，包括刘惠然博士、陈志宏博士、森本佳宏博士、太田透嗣夫先

生等多位行业专家，部分核心技术成员拥有全球知名半导体或显示面板公司多

年的工作经历，在不同的技术方向具有丰富的研发和生产经验，为公司新技术、

新产品以及新工艺的创新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公司拥有一支以国际先进的研发理念为依托、专注于 AMOLED 半导体显示面

板自主研发和创新的国际化人才技术队伍，不仅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背景，同

时具备跨专业知识背景、丰富的行业实践经验。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共有技术人员 1268 人，占员工总人数的比例为 30.93%，其中：本科学历人员

732 人，占技术人员的比例为 57.73%；硕士及以上学历人员 483 人（博士学历

33人），占技术人员的比例为 38.09%。 

2、持续的新技术研发投入和行业领先的产品创新 

面板设计研发方面，公司积累了包括高效驱动晶体管临界像素补偿电路设

计技术、双向扫描信号产生电路设计技术、反缺陷光学补偿技术、高效率高寿

命发光器件设计技术、高强度面板机构设计技术、柔性曲面显示设计技术、轻

薄耐弯折显示设计技术等 7 大类 AMOLED 半导体显示面板设计核心技术。同时，

基于客户技术要求、行业技术难题以及市场技术风向，公司持续进行新技术开

发，不断提升核心技术。 

新产品研发方面，公司核心技术的积累为产品创新设计能力与产品规格指

标提升、满足下游应用领域多样化需求以及开拓并提升市场份额创造了条件，

基于不同的应用领域，公司新产品研发通过明确的分工和全流程管理，保证了

良好的研发效率及产出。自 2014年第四季度、2015年第四季度公司分别量产首

款智能手机类显示面板产品和智能穿戴类显示面板产品，以及随着公司第 6 代

AMOLED 产线的建设，2020 年第二季度公司首款平板电脑显示面板产品量产后，



 

2021 年上半年公司新增量产更大尺寸、更高规格的旗舰平板电脑显示面板产品，

充分赢得 AMOLED 半导体显示在平板/笔记本电脑领域渗透率不断提高的领先优

势，2021年下半年公司进一步开发中大尺寸 AMOLED显示产品，使公司保持持续

的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为 4.11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6.36%，占营

业收入比例为 10.23%。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在中国、美国、日本、韩

国以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专利局共获得授权专利 1048 项，其中发明专利

752项。 

3、高标准的生产技术保证及灵活储备的制造产出能力 

AMOLED 半导体显示面板产品的生产过程要求极高的精度，并需满足极高的

可靠性、稳定性和一致性，对设备运行、材料配方以及生产工艺等因素的变化

极为敏感，公司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设备方面，在保证稳定且良

好的产出水平的前提下，公司与关键设备供应商紧密合作，结合研发试验产线、

量产产线对设备进行调试、改进与升级，进一步提高生产的稳定性与效率。材

料配方方面，公司通过多方面因素评估筛选材料实现高效率和高寿命性能的器

件开发，并优化保证材料对生产量产的可靠性和稳定性。生产工艺方面，

AMOLED 半导体显示面板产品的生产需要经过阵列工程、有机成膜工程、模组工

程近 200 道工序，涉及温度、压力、速度、角度等众多工艺参数，公司通过长

期跟踪生产数据，自主开发了高迁移率低温多晶硅制造、超高分辨率光刻制造、

高精密刻蚀制造、高均匀性有机成膜制造、柔性封装制造以及柔性面板芯片绑

定制造等 6大类 AMOLED半导体显示面板制造核心技术。 

在多年产线运营经验的积累下，公司具备灵活调整生产线配置和生产组织

调配能力，从而能够及时响应下游市场多样化的产品需求。在产线产品尺寸安

排方面，公司现有第 4.5 代 AMOLED 生产线和第 6 代 AMOLED 生产线分别主要对

应的经济切割尺寸为 1-4 英寸、5-17 英寸，充分利用不同尺寸产品的有效切割

率及规模经济优势，目前公司第 4.5 代 AMOLED 生产线主要生产智能穿戴类和智

能手机类显示面板产品，第 6 代 AMOLED 生产线主要生产智能手机、平板/笔记

本电脑类显示面板产品。产品外观形态生产布局方面，目前公司采取刚性为主

的差异化竞争策略，主要生产销售刚性 AMOLED 显示面板产品，但同时公司现有



 

的第 4.5 代和第 6 代 AMOLED 生产线均兼有生产柔性面板产品的产能储备，可在

需要时灵活切换生产柔性面板产品。 

4、客户资源与品牌优势 

AMOLED 半导体显示面板下游客户需要就供应商新产品开发能力、新产品规

格品质、产能规模、技术工艺、产品良率以及生产成本等众多方面进行非常严

格的认证，一般而言认证过程时间长、要求高且程序复杂。基于产品品质以及

采购稳定性等方面的考虑，客户不会轻易更换达成业务合作的显示面板供应商，

一旦进入下游客户的核心供应商名单，双方会达成持续稳定的互信合作。 

基于较强的研发创新能力、生产制造能力以及可靠的产品质量等，公司获

得了众多客户的认可，在客户资源方面积累了强大的竞争优势，公司现有产品

无论是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还是平板/笔记本电脑产品均具有对应的稳定下游客

户。经过多年的积累，和辉光电品牌已经在行业内及下游市场领域形成的一定

的影响力。随着公司生产规模的扩充，公司将会与现有下游客户在更多新产品

领域持续合作，并与更多的下游新客户达成合作。 

报告期内，公司充分利用 2 条不同世代的生产线，满足不同应用领域的客

户需求，获得各应用领域终端客户的较高认可度，是全球多家一线品牌客户的

主要供应商。 

在智能穿戴领域，利用第 4.5 代生产线小尺寸产品经济切割的优势，增加

基板利用效率，降低成本，推出多款智能手表新产品，同时，与多年累积的下

游客户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供货华为、荣耀、步步高、OPPO 等品牌客户的主

力机型，持续保持业内领先的市场份额。 

在智能手机领域，得益于第 6 代生产线硬屏产能全球第二，开发多款水滴，

盲孔高刷新率手机用 AMOLED 半导体显示面板，供货华为、传音、魅族等品牌的

主力机型，手机品牌客户供应能力快速提升。  

在平板/笔记本电脑领域，公司是国内最早进入中大应用领域的 AMOLED 面

板厂，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供应链体系，以及成熟的中大尺寸模组生产线。公司

于 2020 年成功量产平板电脑 AMOLED 半导体显示面板，成为国内一线品牌多个

平板项目的独家供应商，公司 AMOLED 半导体显示面板在平板电脑应用领域的市



 

场份额快速扩大。 

在车载显示领域，公司开发进度较早，与一线品牌车厂共同合作，成功定

制开发业内首款 12.8 英寸车规级 AMOLED 屏，同时深化与品牌车厂及 Tier1 厂

商的战略合作，持续合作开发车载显示领域的 AMOLED新产品。 

2021 年度，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不利变化。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投入及变化情况 

2021 年，公司研发投入为 4.11 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6.36%，占营

业收入比例为 10.23%，相较于 2020 年减少 3.9个百分点。 

经过多年的研发创新和生产积累，公司在核心技术、设备改进、材料配方

以及生产工艺等方面形成了丰富的科技成果。核心技术方面，公司形成了包括

高效驱动晶体管临界像素补偿电路设计技术、双向扫描信号产生电路设计技术、

反缺陷光学补偿技术、高效率高寿命发光器件设计技术、高强度面板机构设计

技术、柔性曲面显示设计技术、轻薄耐弯折显示设计技术等 7 大类 AMOLED 半导

体显示面板设计技术，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在生产制造方面，公司形成了以

关键设备改进、材料配方改进以及生产工艺改进等为特征的生产制造能力。公

司通过与供应商开展研发互动进行设备调试、改进与升级，通过相关材料的选

择导入以及配方比例的调整改进等方式形成独特的材料配比，并且自主开发了

高迁移率低温多晶硅制造、超高分辨率光刻制造、高精密刻蚀制造、高均匀性

有机成膜制造、柔性封装制造以及柔性面板芯片绑定制造等 6 大类 AMOLED 半导

体显示面板制造技术，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为满足 AMOLED 半导体显示面板新产品的量产、销售需求，保持 AMOLED 半

导体显示面板新产品的先进性，公司持续完善和提升公司在低温多晶硅 AMOLED

半导体显示面板设计与制造方面的核心技术，并针对 AMOLED 半导体显示面板具

体产品中应用的或具有应用前景的各类新技术进行研究、储备（如双层 OLED 发

光技术、屏下摄像技术）。 

（二）研发进展 



 

报告期内，公司多项新技术开发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穿戴技术开发方面，通过 On-Cell 盖板单边薄化工艺，成功实现穿戴显示

面板进一步减薄减轻,有效提升穿戴显示产品的竞争力；通过 OLB 区新设计及

COF弯折工艺改良，成功缩减显示面板下边框，进一步提高穿戴全面屏屏占比。 

小尺寸技术开发方面，通过 TFT 特性调整与电压搭配，掌握低刷新技术，

改善 AOD 模式显示效果，节省产品功耗，达到品牌客户要求，成功导入多款产

品。 

屏下传感器技术开发方面，通过新像素的设计，线路布局以及芯片补偿算

法，在不影响显示画质的情况下，成功实现了屏下摄像功能，并获得客户研发

人员的肯定。 

硬屏性能提升方面，通过局部区域像素排列优化设计，提升盲孔区域的透

过率，达到客户要求，并导入多款产品；通过新电路设计，电压调整及芯片搭

配，突破高刷新率技术，成功导入多款产品，给用户带来了显示更加流畅、画

面滚动更加顺滑的体验。 

笔电技术开发方面，通过芯片补偿算法以及新一代有机发光材料及器件设

计，成功通过了品牌客户的“烧屏”测试。 

车载技术开发方面，通过材料系统升级，通过客户认证，成功搭配车辆上

市。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的知识产权情况如下： 

 本年新增 累计数量 

申请数（个） 获得数（个） 申请数（个） 获得数（个） 

发明专利 91 104 1,967 752 

实用新型专利 38 34 311 279 

其他 4 4 17 17 

合计 133 142 2295 1048 

注：其他为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及商标。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 5,566,353,611.92 元，使

用情况明细见下表：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净额 8,002,135,743.48 

减：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1,500,000,000.00 

减：募投项目支出金额 992,588,097.55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 56,805,965.99 

等于：募集资金余额 5,566,353,611.92 

减：用于现金管理 4,000,000,000.00 

减：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000.00 

等于：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566,353,611.92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维护股东的合法利益，公司依照《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上海和辉光电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制定了《上海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及管理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制度上保证募集

资金的规范使用。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要求，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

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

并与保荐机构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存放募集资金的国家开发银行上海

市分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西分行于 2021 年 5 月 18 日分别签订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

（含超额配售）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上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

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得到了切实履行。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放的资金余额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存放银行 账号 期末余额（元） 

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市分行 31001560022335130000 408,804,033.17  

上海银行徐汇支行 03004538659 157,549,578.75  



 

合计  566,353,611.92 

公司 2021 年 1-12 月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

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

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按《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真实、准确、

完整地披露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

的情况。公司对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

冻结及减持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控股股东为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

制人为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805,720.19万股，本期直接持股数未发生增减变动。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

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减持的情形。 

截至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直接或间接

持有公司股份。 

2022 年 2 月 16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1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06）。2022年 2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

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及《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同意以 2022 年 2 月 16 日为授予日，授予价格为 1.84 元/股，

向 530名激励对象授予 8,442.1080万股限制性股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和辉光电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9）。

2022 年 4 月 7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

和辉光电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2022

年 4 月 8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

变更登记证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授予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2-013）。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中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实际

授予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授予数量 

（万股） 

占股权激励计划总

量的比例 

占授予时总

股本的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傅文彪 董事长 323.034 4.03% 0.023% 

刘惠然 
董事总经理 

核心技术人员 
217 2.71% 0.016% 

芮大勇 职工董事 40 0.50% 0.003% 

陈志宏 
副总经理 

核心技术人员 
110 1.37% 0.008% 

梁晓 副总经理 174.724 2.18% 0.013% 

李凤玲 
总会计师 

董事会秘书 
70 0.87% 0.005% 

MORIMOTO YOSHIHIRO 

（森本佳宏） 
核心技术人员 209 2.61% 0.015% 

梁逸南 核心技术人员 155.33 1.94% 0.011% 

邹忠哲 核心技术人员 150 1.87% 0.011% 

王俊闵 核心技术人员 60 0.75% 0.004% 

刘瑛军 核心技术人员 40 0.50% 0.003% 

徐亮 核心技术人员 40 0.50% 0.003% 

林信志 核心技术人员 40 0.50% 0.003% 

郝海燕 核心技术人员 30 0.37% 0.002% 

李艳虎 核心技术人员 30 0.37% 0.002% 



 

小计（15人） 1,689.088 21.06% 0.122% 

二、其他激励对象 

其他核心骨干（共 501人） 6,330.468 78.94% 0.458% 

合 计 8,019.556 100.00% 0.581% 

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 

 



 

（以下无正文，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和辉光电股份有

限公司 2021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机构：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2年    月    日 

 

保荐代表人：     

 卞加振  李 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