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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25                           证券简称：京东方 A                           公告编号：2018-050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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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王东升先生、执行委员会主席（首席执行官）陈炎顺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芸女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

计主管人员)杨晓萍女士声明：保证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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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分别以中英文两种语言编制，在对中英文文本的理解上发生歧义时，以中文文本为准。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京东方 A ,京东方 B 股票代码 000725,20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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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洪峰 -- 

办公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中路 12

号 
-- 

电话 010－64318888 转 -- 

电子信箱 liuhongfeng@boe.com.cn --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3,473,904,966.00 44,605,027,995.00 -2.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75,206,500.00 4,302,605,600.00 -3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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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78,868,759.00 4,017,844,109.00 -75.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439,605,846.00 10,638,591,266.00 7.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5 0.123 -30.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5 0.123 -30.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5% 4.48% -1.03%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76,232,247,578.00 256,108,741,849.00 7.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5,465,192,715.00 84,809,816,377.00 0.7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23,193（其中 A股股东 1,383,999户、B 股股东 39,194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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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国有法人 11.68% 4,063,333,333 0 无 0 

重庆渝资光电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7.62% 2,653,000,041 0 无 0 

合肥建翔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21% 2,510,142,953 0 无 0 

北京亦庄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7% 1,241,423,641 0 无 0 

北京京东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6% 822,092,180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其他 1.24% 429,993,527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20% 416,179,024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其他 0.96% 335,271,500 0 无 0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79% 273,735,583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0.71% 248,305,3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持有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 

2、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北京京东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6.25%股

份，是其控股股东。 

3、在京东方 2014 年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合肥建翔投资有限公司、重庆渝资

光电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分别通过《表决权行使协议》约定其所持公司全部股

份在行使股东表决权时与北京京东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保持一致。  

4、在公司 2014 年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通过《股

份管理协议》将其直接持有的 70%股份交由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管理，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取得该部分股份附带的除处分权及收益权以外的

股东权利；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将其直接持有的其余 30%股份的表决

权通过《表决权行使协议》约定在行使股东表决权时与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保持一致。 

5、除上述股东关系之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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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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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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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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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16BOE01 112358 2021 年 03 月 21 日 1,000,000 3.15%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59.31% 59.28% 0.03%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5.66 8.43 -3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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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平稳运行，整体呈现复苏向好态势，公司在显示器件市场持续疲软情况下，坚定落实“开放两

端，芯屏气/器和”战略，取得业内较好成绩。报告期内，公司技术与产品创新力提升，新增专利申请超过 4,800 件；显示器

件主流产品市场占有率实现全面第一；创新应用市场拓展取得进展，出货量同比增长超过 140%；“8425”高分辨率产品销量

均增长显著；加强画屏市场推广，市场影响力和销量均有提升；智慧零售电子标签入驻多家商超，与全球零售企业达成合作；

智慧车联加强品牌商合作，TFT 业务销量扩大；AMOLED 综合良率六月末超过 70%，产品批量出货品牌厂商；成功举办集

团供应商大会和首届数字艺术论坛，参加中国、日本、欧洲、美国等国内外多项展览展示活动，推广公司柔性 AMOLED、

8K、微显示、Mini-LED、QLED 等领先产品和技术，推介商显解决方案和新零售解决方案，扩大公司品牌影响力。 

（1）显示与传感器件 

多款异形全面屏手机产品成功量产，6.18 英寸柔性产品实现 1mm 动态弯折，5.99 英寸柔性产品实现动态漂浮外观设计；

全球首发支持 OGM Tilt 主动笔 TPC 产品（支持金属网格一体化触控技术及笔锋式主动笔的平板电脑产品）于 4 月率先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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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薄 3.9mm、BOE 首款 semi-set MNT 产品（半集成式整机显示器产品）成功量产；多款创新产品在国内外展会上展出，

其中 7.56 英寸 QXGA Foldable（分辨率为 2048 x 1536 的可折叠式产品）获得 CITE（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英文全称为 China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xpo）2018 创新产品和应用奖。新产线建设按计划推进实施，提前达成阶段性目标；合肥 10.5 代线 6

月实现一期满产；昆明微显示项目 6 月 25 日完成桩基，首款产品 0.39 英寸点亮，并于 5 月 23 日完成 SID 样品展示。重庆、

福州 8.5 代线产能创新高，综合良率持续提升。 

（2）物联网智慧系统 

画屏事业创新合作模式，完善 APP 功能内容，业绩快速增长；销量环比增长 170%，新增用户 3.5 万人，作品交易额翻

五番。智慧零售中国区业务布局初见成效，华北、华中、华南和四川等区域市场累计开发品牌商 30 家，门店数 40 家。智造

服务优化产品结构，产销量稳步增长；电视/显示器高边效产品销量占比提升，新应用业务快速成长。在建项目稳步推进，

京东方（苏州）产业园项目顺利开工；重庆智造工厂实现量产。智慧能源光伏项目稳定高效运营。 

（3）智慧健康服务 

明确业务发展战略，以健康物联网和生命数据为基础，聚焦移动健康产品，协同数字医院、再生医学、健康园区业务，

结合生命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和专业医生团队，提供健康指导、疾病预防、精准诊疗等服务，打造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

服务生态体系。移动健康以微流控、生物检测等技术为核心，自主研发生物检测芯片、家庭医生设备产品，与生态链产品及

APP 服务平台构成整体业务发展架构。再生医学完成心脏膜片临床研究标准体系搭建，推进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合肥京东

方医院各项运营准备工作扎实推进，持续推进线上线下市场推广，提高品牌知名度；成都京东方医院完成概念规划。健康园

区客户结构持续优化，项目拓展成效显著。持续推进生命科技产业基地项目规划。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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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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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本报告期公司新设北京京东方传感技术有限公司；通过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将绵阳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及 SES 

Imagotag SA 纳入合并范围。 

 

 

 

 

董事长（签字）：                 

                                                                            王东升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8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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