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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及內幕消息

本公告乃由彩虹集團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
團」）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a)及13.10B條而作出。

根據A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規則，彩虹集團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附屬公司彩虹顯示
器件股份有限公司，其A股股份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於2014年10月29日於上海證
券交易所網站(http://www.sse.com.cn)刊登關於「彩虹顯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
三季度報告」。茲載列附後，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彩虹集團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褚曉航

公司秘書

中華人民共和國 •陝西省
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由郭盟權先生及張君華先生擔任執行董事，由司雲聰先生、
黃明岩先生、姜阿合先生擔任非執行董事，及由徐信忠先生、馮兵先生、王家路 
先生及王志成先生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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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顯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2 0 1 4年第三季度報告正文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應當保證季度報告內容
的真實、準確、完整，不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承
擔個別和連帶的法律責任。

1.2 公司全體董事出席董事會審議季度報告。

1.3 公司負責人郭盟權、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陳長青及會計機構負責人（會計主
管人員）王曉春保證季度報告中財務報表的真實、準確、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報告未經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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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主要財務數據和股東變化

2.1 主要財務數據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報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減

（%）

總資產 7,101,938,238.92 7,347,962,949.55 –3.35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 2,319,998,444.01 2,044,520,468.86 13.47

年初至報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

報告期末（1-9月） 比上年同期增減
（%）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03,550,092.91 –18,525,946.72 –458.95

年初至報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

報告期末（1-9月） 比上年同期增減
（%）

營業收入 100,550,297.80 186,896,401.98 –46.20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113,198,657.28 –96,698,654.42 不適用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
 經常性損益的淨利潤 –120,623,613.68 –123,567,620.63 不適用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5.19 –5.14

減少0.05

個百分點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4 –0.131 不適用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154 –0.131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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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截止報告期末的股東總數、前十名股東、前十名流通股東（或無限售條件股
東）持股情況表

單位：股

股東總數（戶） 33,842

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

報告期內 期末持

持有有限

售條件 質押或凍結情況

股東名稱（全稱） 增減 股數量 比例 股份數量 股份狀態 數量 股東性質

（%）

彩虹集團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10,100,000 135,904,798 18.45 0 無 國有法人
彩虹集團公司 –7,088,889 81,800,000 11.10 0 無 國有法人
江蘇省張家港經濟開發區
 實業總公司

44,444,445 6.03 0 無 國有法人

中國建設銀行 

 — 銀華核心價值優選
 股票型證券投資基金

11,399,735 1.55 0 無 其他

中國建設銀行 

 — 華寶興業行業精選
 股票型證券投資基金

11,016,649 1.50 0 無 其他

江蘇省國際信託
 有限責任公司 — 民生
 新股自由打資金信託二號

9,942,357 1.35 0 無 其他

廈門恒興集團有限公司 –1,000 ,000 7,101,150 0.96 0 無 境內非國
有法人

朱富麗 –262,295 6,480,000 0.88 0 無 境內自然人
楊玲 –180,000 5,170,000 0.70 0 無 境內自然人
中國對外經濟貿易信託
 有限公司 — 招行新股22

4,795,066 4,795,066 0.65 0 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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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名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

持有無限售

條件流通股 股份種類及數量

股東名稱 的數量 種類 數量

彩虹集團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135,904,798 人民幣普通股 135,904,798

彩虹集團公司 81,8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81,800,000

江蘇省張家港經濟開發區
 實業總公司 44,444,445 人民幣普通股 44,444,445

中國建設銀行 

 — 銀華核心價值優選
 股票型證券投資基金 11,399,735 人民幣普通股 11,399,735

中國建設銀行 

 — 華寶興業行業精選
 股票型證券投資基金 11,016,649 人民幣普通股 11,016,649

江蘇省國際信託
 有限責任公司 — 民生
 新股自由打資金信託二號 9,942,357 人民幣普通股 9,942,357

廈門恒興集團有限公司 7,101,150 人民幣普通股 7,101,150

朱富麗 6,480,000 人民幣普通股 6,480,000

楊玲 5,170,000 人民幣普通股 5 ,170,000

中國對外經濟貿易信託
 有限公司 — 招行新股22 4,795,066 人民幣普通股 4,795,066

上述股東關聯關係或
 一致行動的說明

彩虹集團公司系彩虹集團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的
控股股東。彩虹集團公司和彩虹集團電子股份
有限公司與其他股東之間不存在關聯關係或一
致行動情況。本公司未知其他股東之間是否存
在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人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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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事項

3.1 公司主要會計報表項目、財務指標重大變動的情況及原因

3 適用 不適用

項目 期末數 期初數 增減比例
（%）

貨幣資金 179,799,708.01 641,369,477.83 –71.97%

應收賬款 68,588,289.41 125,851,874.69 –45.50%

其他應收款 599,154,747.47 13,203,780.55 4437.75%

應付帳款 359,491,282.99 641,069,435.61 –43.92%

應付職工薪酬 33,014,606.42 97,530,145.20 –66.15%

其他應付款 1,372,944,183.75 620,262,564.39 121.35%

貨幣資金較年初減少主要是本期歸還銀行貸款及新產業項目建造持續投入
所致。

應收賬款較年初減少主要是本期銷售收入減少所致。

其他應收款增加主要是原給彩虹（佛山）平板顯示有限公司（原本公司控股
子公司）借款，股權轉讓後計入其他應收款。

應付帳款較年初減少主要是本期支付新產業項目設備款所致。

應付職工薪酬較年初減少主要是支付離退補償4,092萬元所致。

其他應付款較年初增加主要系本公司向股東及其關聯人借入流動資金所致。

項目 本期數 上年同期數 增減比例
（%）

營業收入 100,550,297.80 186,896,401.98 –46.20%

營業外收入 10,503,694.07 26,934,399.86 –61.00%

營業收入較上年同期減少主要系彩管業務結束、轉讓子公司佛山平板公司
所致。本報告期，液晶基板玻璃銷售收入較上年同期增長了5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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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外收入較上年同期減少主要原因是本期子公司收到政府補助減少所致。

項目 本期數 上年同期數 增減比例
（%）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03,550,092.91 –18,525,946.72 –458.95%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44,921,846.86 259,077,078.06 –155.94%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213,099,378.96 –787,375,116.95 72.94%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較上年同期減少，主要原因是本期銷售商品
及提供勞務收到的現金減少所致。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較上年同期減少，主要原因是本期購建固定
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所支付的現金增加所致。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比上年同期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籌資
活動現金流入同比增加，償還貸款所支付的現金同比減少所致。

3.2 重要事項進展情況及其影響和解決方案的分析說明

3 適用 不適用

公司聘請的審計機構信永中和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對公司2013年
度財務報表出具了帶強調事項段的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公司董事會、
監事會已對審計報告涉及強調事項進行了說明，公司獨立董事已就涉及強
調事項發表了獨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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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東承諾事項履行情況

3 適用 不適用

承諾背景
承諾
類型 承諾方 承諾內容

承諾時間
及期限

是否有
履行期限

是否及時
嚴格履行

收購報告書
 或權益變
 動報告書
 中所作
 承諾

保證公司保
 持獨立

中國電子信息產業
 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電子與彩虹股份之間將保持人員獨立、資產完整、財務獨立；
 保證彩虹股份具有獨立經營的能力，在採購、生產、銷售、
 知識產權等方面保持獨立，保護中小股東的利益。

長期 否 是

保證不與公
 司構成同
 業競爭

中國電子信息產業
 集團有限公司

不直接或間接地從事與上市公司主營業務構成同業競爭的業務，也不
 投資與上市公司主營業務存在直接或間接競爭的企業或項目。

長期 否 是

保證規範、
 儘量避免
 或減少關
 聯交易

中國電子信息產業
 集團有限公司

(1) 儘量避免或減少與上市公司及其下屬子公司之間的關聯交易；
(2) 對於無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關聯交易，將與上市公司依法

簽訂規範的關聯交易協議，並按照有關法律、法規、規章、其他
規範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規定履行批准程序；關聯交易價格依照”
隨行就市並保證不低於同期非關聯交易價格”的交易定價原則確
定，保證關聯交易價格具有公允性；保證按照有關法律、法規和
公司章程的規定履行關聯交易的信息披露義務；

(3) 保證不利用關聯交易非法轉移上市公司的資金、利潤，不利用關
聯交易損害上市公司及非關聯股東的利益。

長期 否 是

其他承諾 確保彩虹股
 份業務穩
 健發展和
 安全有效
 運營

彩虹集團公司 1. 彩虹股份於可預見之將來（即不少於此函日期後十二個月內）未能
償還任何應付之欠款（包括但不限於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其他
應付帳項、應繳稅費、銀行借款、融資租賃款等），本公司會向彩
虹股份提供足夠借款及其他融資，確保彩虹股份有能力去償還相
關到期的債務。

2. 在未來的一年內，如彩虹股份因任何原因導致銀行及其他借款方
要求提前償還短期借款、長期借款，本公司將保證提供足夠的資
金支持。

3. 彩虹股份於可預見之將來（即不少於此函日期後十二個月內），遇
有任何財務上之困難，本公司將會對彩虹股份提供資金支持，並
且不會要求彩虹股份償還佔有本公司資金以及利息，直至彩虹股
份有足夠償還能力為止。

4. 本公司會將已收到國家對於液晶基板玻璃項目相關的專項資金60

個工作日內撥付給彩虹股份支持其項目建設。

不少於承
諾函

出具日
(2014-

3-2)後
十二個
月內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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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預測年初至下一報告期期末的累計淨利潤可能為虧損或者與上年同期相比
發生重大變動的警示及原因說明

 適用 3  不適用

3.5 執行新會計準則對合併財務報表的影響

執行新會計準則對公司合併財務報表沒有影響。

彩虹顯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0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