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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87                             证券简称：维信诺                             公告编号：2021-059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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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宇宙 丁文娟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辛 2 号迪阳大厦

606 单元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辛 2 号迪阳大厦

606 单元 

电话 010-84059733 010-84059733 

电子信箱 IR@visionox.com IR@visionox.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AMOLED新型显示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主要产品为中小尺寸AMOLED显示器件，应

用领域涵盖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显示等方面。 

本报告期内，公司昆山第5.5代AMOLED生产线、固安第6代柔性AMOLED生产线产能持续释放，良率、稼动率进一步

提升，运营水平持续精进；合肥第6代柔性AMOLED生产线、广州增城柔性模组线已于报告期内建成并逐步投产，随着产能

释放将进一步提升对一线品牌客户的响应能力，实现更高效能的终端交付。公司在技术、产品创新层面坚持投入，实现屏下

摄像技术解决方案、144Hz刷新率AMOLED产品方案在全球首发并量产交付；同时，公司继续主导修订行业标准助力产业发

展。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参与制修订4项国际标准、6项国家标准和4项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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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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3,434,331,072.15 2,689,559,155.68 27.69% 1,778,152,19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3,571,007.83 64,030,265.59 217.93% 34,639,457.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39,440,012.95 -940,062,529.61 21.34% -1,213,909,985.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5,389,459.01 1,209,483,003.21 -37.54% 876,171,160.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88 0.0468 217.95% 0.028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88 0.0468 217.95% 0.02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5% 0.43% 0.92% 0.26%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38,524,849,342.06 37,151,081,512.31 3.70% 36,873,499,188.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191,951,119.72 14,972,502,481.59 1.47% 14,908,472,2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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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267,907.45 752,778,770.78 843,613,624.66 1,425,670,769.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7,408,393.84 349,899,648.73 -119,254,761.43 230,334,514.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2,336,291.46 -266,604,555.66 -159,295,184.60 -51,203,981.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1,409,528.79 39,293,096.47 398,024,540.04 679,481,3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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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2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9,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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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知合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41% 415,901,197 299,401,197 质押 161,300,000 

昆山经济技术 境内非国有 9.63% 131,730,53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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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集体资

产经营有限公

司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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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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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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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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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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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 53,378,719 0   

汇安基金－中

信银行－汇安

基金－信睿 1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1.98% 27,134,300 0   

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约定购回专用

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2% 23,500,000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69% 23,061,99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悉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形。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西藏知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64,500,000 股，通过普通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51,401,197 股，合计持有 415,901,197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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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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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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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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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全球范围内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贸易摩擦升级、地缘政治等不确定因素对全球消费市场带来了较大的下

行压力，新型显示产业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行业竞争日趋激烈。根据OMDIA（原IHS）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显示面

板市场规模约1,060亿美元，同比下降1.9%。其中，AMOLED显示面板凭借其在显示性能、柔性可折叠、低功耗等优势，依

然保持着快速增长，2020年AMOLED显示面板市场规模达到292亿美元，同比增长17%；预计2021年，随着全球新型冠状病

毒疫情的缓解，消费市场逐步回温，以及AMOLED 技术、产能的进一步提升，其市场规模将同比增长35%，达到394亿美元。 

本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提升运营水平，打造以技术、产品和人才为本的核心竞争力，并积极寻求投资回报率的增长。昆

山第5.5代AMOLED生产运营及客户导入情况良好，维持较高的生产稼动率；固安第6代柔性AMOLED产线产能和良率持续

爬坡，大客户项目再获突破，出货量大幅提升；合肥第6代柔性AMOLED生产线、广州增城模组线如期完工并逐步投产，进

一步提升产业规模化效应，加速完善业务布局。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3,852,484.93万元，同比上年度末增加3.70%。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43,433.11万元，

同比上年增长27.6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357.10万元，同比上升21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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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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ED 产品 2,155,716,920.02 -205,441,259.97 -9.53% 20.92% -38.83% -1.23% 

IT 服务 40,082,499.99 11,084,497.00 27.65% -11.25% 34.88% 9.46% 

其他产品或服务 1,238,531,652.14 1,124,187,921.62 90.77% 43.75% 33.61% -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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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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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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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5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

（财会【2017】22号），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2020年1月1

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二

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

准则，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期初

财务报表项目的影响见（1） 

（1）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

对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2020年1月1日）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

间信息不予调整。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累积影响金额 2020年1月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小计 

预收款项 71,870,721.70 -66,849,121.70 --- -66,849,121.70 5,021,600.00 

合同负债 --- 64,977,276.92 --- 64,977,276.92 64,977,276.92 

其他流动负债 1,894,923,674.89 1,871,844.78 --- 1,871,844.78 1,896,795,5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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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表仅呈列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不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不包括在内。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报表数 假设按原准则 影响 

存货 520,524,703.67 521,812,047.98 -1,287,344.31 

其他流动资产 329,721,527.57 330,060,282.38 -338,754.81 

在建工程 16,336,349,558.29 16,334,091,192.92 2,258,365.37 

其他非流动资产 632,950,309.81 631,662,965.50 1,287,344.31 

资产合计 38,524,849,342.06 38,522,929,731.50 1,919,610.56 

预收款项 134,214.34 147,507,124.20 -147,372,909.86 

合同负债 143,132,884.81 --- 143,132,884.81 

其他流动负债 2,229,344,943.27 2,225,104,918.22 4,240,025.05 

注：上表仅呈列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不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不包括在内，因此所披露的小计和合计无法根据上表

中呈列的数字重新计算得出。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报表数 假设按原准则 影响 

营业成本 2,504,499,913.50 2,497,405,061.88 7,094,851.62 

销售费用 36,216,880.90 45,570,097.89 -9,353,216.99 

所得税费用 32,647,959.80 32,309,204.99 338,754.81 

2、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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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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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于2020年3月13日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成立子公司维信诺（上海）贸易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0万元整。 

（2）公司于2020年9月10日在合肥市新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成立子公司合肥维信诺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3000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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