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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董事长李东生先生因出差无法出席董事会，委托董事薄连明先生代为
投票表决；公司董事贺锦雷先生因公务未出席董事会，其余董事亲自出席了审
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东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旭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杨安明
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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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项

指

释义内容

公司、本公司、集团

指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报告期内

指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

TCL 多媒体电子

指

TCL 多媒体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控股
子公司，股票代码 01070.HK

TCL 通讯科技

指

TCL 通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华星光电

指

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华星

指

武汉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家电集团

指

TCL 家电产业集团

通力电子

指

通力电子控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控股子公
司，股票代码 01249.HK

商用显示、商显

指

TCL 商用信息科技(惠州)股份有限公司

科天智慧云

指

广州科天智慧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TCL 照明

指

惠州 TCL 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华瑞光电

指

华瑞光电(惠州)有限公司

泰科立、泰科立集团

指

惠州泰科立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华显光电

指

华显光电技术控股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00334.HK

金能电池

指

惠州 TCL 金能电池有限公司

医疗电子

指

TCL 医疗集团

环保业务

指

惠州 TCL 环保资源有限公司

翰林汇

指

翰林汇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的控股子公司，股票代码 835281

TCL 金融控股集团

指

TCL 金融控股集团（深圳）有限公司

TCL 创投

指

新疆 TCL 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TCL 实业控股

指

T.C.L.实业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紫光集团

指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银行

指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花样年

指

花样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01777.HK

欢网

指

广州欢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教育网

指

TCL 教育网有限公司

奥鹏教育

指

北京奥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全球播

指

全球播有限公司

TCL-IMAX

指

TCL-IMAX Entertainment Co., Limited

豪客数娱

指

豪客数字娱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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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客互联

指

豪客互联网有限公司

酷友、O2O、酷友科技

指

惠州酷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速必达

指

速必达希杰物流有限公司

客音服务

指

惠州客音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思科

指

Cisco Systems,Inc.思科系统公司，是全球领先的网络解决方案供
应商，为美国 NASDAQ 上市公司（股票代码为: CSCO）.

激活用户

指

曾经使用一次以上互联网电视网络服务的用户

活跃用户

指

活跃用户数是七天内来访的不重复的独立用户数，七天之内同一用
户来访一次及多次都计为一个用户数

t1 工厂、t1 项目

指

华星光电第 8.5 代 TFT-LCD 生产线建设项目

t2 工厂、t2 项目

指

华星光电第 8.5 代 TFT-LCD（含氧化物半导体及 AMOLED）生产
线建设项目

t3 工厂、t3 项目

指

华星光电第 6 代 LTPS• LCD/AMOLED 显示面板生产线建设项目

t4 工厂、t4 项目

指

华星光电第 6 代柔性 LTPS-AMOLED 显示面板生产线项目

G11 项目

指

华星光电第 11 代 TFT-LCD 及 AMOLED 新型显示器生产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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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序

项目

号

2017 年一季度

2016 年一季度

增减变动（％）

25,370,059,000

23,399,109,354

8.42

1

营业收入（元）

2

毛利额（元）

4,630,947,146

3,476,922,255

33.19

3

EBITDA

2,356,499,872

1,409,724,087

67.16

4

利润总额（元）

926,273,838

440,245,072

110.4

净利润（元）

672,383,537

355,449,801

89.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47,819,923

260,576,600

71.8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1,057,663

64,154,562

119.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注)

0.0367

0.0213

72.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67

0.0213

72.3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15

0.0053

116.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1%

1.06%

上升 0.85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0%

0.26%

上升 0.34 个百分点

2,341,252,120

238,413,868

882.01

0.1917

0.0195

882.01

5

6

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

9

总资产（元）

150,216,565,809

147,136,785,349

2.09

10

总负债（元）

103,236,803,130

101,390,003,766

1.82

资产负债率

68.73%

68.91%

下降 0.18 个百分点

剔除存款质押借款和递延收益后资产负债率

64.66%

64.89%

下降 0.23 个百分点

所有者权益总额（元）

46,979,762,679

45,746,781,583

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23,650,385,420

22,764,892,022

3.89

11

股本（股）

12,213,681,742

12,213,681,742

0.00

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1.9364

1.8639

3.89

11

12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12,213,68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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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036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年初至报告

项目

说明

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390,383 不适用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305,304,119 不适用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83,647,577 实业控股投资联营企业花样年控股取得收益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8,365 万元。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42,793,725 报告期的外汇远期合约产生公允价值变动及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已到期合约的交割共计盈利 4,279 万元，按照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证监会关于非经常性损益的规定， 确认为非

得的投资收益

经常性损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795,230 不适用

减：所得税影响额

53,346,046 不适用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4,041,96 不适用

合计

306,762,260

--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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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76,561

-

股股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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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
状态

数量

惠州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19 878,419,747

47,846,889 质押 230,000,000

李东生

境内自然人

5.23 638,273,688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01 611,690,581

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97 484,468,900

478,468,900

新疆东兴华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境内非国有法人

3.71 452,660,287

452,660,287 质押

452,660,287

新疆九天联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境内非国有法人

3.35 408,899,521

408,899,521 质押

408,899,521

478,705,266 质押

340,6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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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开创新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13 382,775,119

382,775,119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3 382,775,119

382,775,11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7 326,100,69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9 206,456,500

上银基金－浦发银行－上银基金财富 10 号资
产管理计划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惠州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830,572,858

人民币普通股

830,572,858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11,690,581

人民币普通股

611,690,581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26,100,699

人民币普通股

326,100,69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6,456,500

人民币普通股

206,456,500

李东生

159,568,422

人民币普通股

159,568,422

惠州市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05,504,587

人民币普通股

105,504,58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丰庆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92,411,008

人民币普通股

92,411,008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74,761,500

人民币普通股

74,761,5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74,761,500

人民币普通股

74,761,5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74,761,500

人民币普通股

74,761,500

1、未知上述境内非国有法人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2、惠州市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惠州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中央
汇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系国有法人股股东。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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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董事会报告
一、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3.7 亿元，同比增长 8.42%，其中销售收入 248.7 亿元，
同比增长 8.12%；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EBITDA）23.6 亿元，同比增长 67.2%；净利润
6.72 亿元，同比增长 89.2%，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8 亿元，同比增长 71.9%。
公司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一）华星光电投片量同比大幅增加，主要产品价格同比
上升，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二）多媒体、家电集团等业务稳健发展；（三）金融与投资
业务取得了较好的经营收益。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双+”转型和拓展国际业务的双轮驱动发展战略，提升竞争力，
推进业务成长。同时，继续以创新驱动发展，力争在智能技术和半导体显示技术领域取得突
破，建立产品和技术的竞争优势。通过提升产品力，强化全球的销售渠道建设，提升品牌力，
提高产品均价和边际利润。
在半导体显示领域，华星光电两条第 8.5 代产线（t1 和 t2）继续保持满产满销；第 6 代
LTPS 产线（t3）开始对外部客户供货；第 11 代 TFT-LCD 及 AMOLED 生产线（t6）建设按
计划顺利开展；并已启动第 6 代柔性 LTPS-AMOLED 面板生产线（t4）的筹建工作。公司在
印刷式 OLED 显示、电致发光量子点等新型半导体显示技术的研发工作取得较好成效。
在智能终端领域，公司主要产品销量增长的同时，产品结构不断优化。报告期内，公司
实现 LCD 电视销量 480.4 万台，同比增长 10.6%，智能、量子点、4K、曲面等高端电视的
销售占比不断提升；新推出的全新互联网品牌“雷鸟”智能电视，获得各界广泛好评，产品供
不应求；TCL 通讯面向全球发布了 BlackBerry 键盘智能手机等一系列中高端新品，产品线日
趋丰富；TCL 家电集团加大智能家电和智能家居业务的研发投入，产品力改善明显。
在互联网应用与服务领域，公司可运营的终端数量与活跃用户数快速增长。报告期末，
公司 TV+智能网络电视平台累计激活用户已达 1,909 万；公司通过欢网运营的智能网络电视
终端累计激活用户已达 3,159 万；全球播院线业务累计激活用户数升至 1,993 万；清理、安
全等工具类移动互联网应用产品在海外公开市场用户数增长迅猛，期末公司累计激活移动互
联网用户达 8,197 万。
公司的金融业务借助产业金融协同优势，服务能力稳步提升，“简单汇”、“T 微贷”、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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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平台“T 金所”等产品迭代有序推进，用户规模和交易量快速提升，并取得了较好的收益。
2017 年，公司将进一步深化变革，提高效率和竞争力。公司将顺应产业和市场发展的趋
势，积极开拓新的业务，创新商业模式，打开新的成长空间。公司将通过业务重组和优化产
业与资本结构，改善财务状况，提高资本回报率。公司管理层有信心延续第一季度业绩恢复
增长的良好趋势，2017 年全年明显提高经营效益；建立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实现全球
化的智能产品制造和互联网应用服务的企业。
二、主营业务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主要包括以下 11（7+3+1）个业务板块。公司正通过产业重组、
非核心资产剥离或出售等方式持续优化产业架构，聚焦主导产业。
1、产品业务（7 个板块）：半导体显示业务（包括华星光电和华显光电（0334.HK））、
TCL 多媒体电子（1070.HK）、TCL 通讯科技、家电集团、通力电子（1249.HK）以及商用系
统业务群和部品及材料业务群；
2、服务业务（3 个板块）：互联网应用及服务事业本部、销售及物流服务业务群（含翰
林汇（835281））、以及 TCL 金融；
3、创投及投资业务群。
（一） 产品业务
1、半导体显示业务
1.1 华星光电
华星光电主要从事半导体显示面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
报告期内，华星光电t1与t2工厂累计投片80万片，同比增长33%；继续保持满产满销的同
时，产品良率继续保持业内较高水平。武汉t3工厂一期已量产，并开始对外部客户供货；二
期设备已陆续搬入并进行调试，预计可在2017年下半年投产。G11生产线项目（t6）建设工
作的顺利开展，将于2019年二季度投产；第6代柔性显示面板生产线（t4）项目也已正式启动，
并将在2020年投入生产。t4与t6项目的建成将为华星光电的可持续发展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报告期内，受益于投片量及主要产品价格同比大幅提高，华星光电盈利同比显著提升。
实现销售收入65.4亿元，同比增长51.4%，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EBITDA）25.9亿元。华
星光电管理层预计，华星光电2017年净利润有望比2016年增长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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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华显光电
华显光电（0334.HK）主要从事中小尺寸TFT-LCD /OLED 显示模组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报告期内，受益于产品结构的不断改善及持续的客户拓展，华显光电一季度实现销售收
入8.13亿元，同比增长29.8%。华显光电与武汉华星共同投资的武汉华显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武汉华显”）正式成立，主要生产低温多晶硅（LTPS）LCD模组，预计可于2017
年底实现量产，年产能约为5,000万片。武汉华显的建成，将有利于华显光电的产品技术提升
与高端客户的拓展工作。
2、品牌终端业务
2.1 TCL多媒体电子
TCL 多媒体电子主要从事 LCD 电视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并为其用户提供家庭互联网增值
服务。
报告期内，TCL 多媒体发布了多款具有竞争力的新品，并推出互联网品牌“雷鸟”智能电
视，打造出更具竞争力的产品组合。TV+生态的不断发展，进一步增强了多媒体终端产品业
务的竞争力。报告期内，TCL 集团实现 LCD 电视（包括商用显示器）销量 480.4 万台，同比
增长 10.6%，其中智能网络电视销量 312.1 万台，同比增长 32.9%。
上游材料成本同比大幅上涨给 TCL 多媒体电子带来较大经营压力，通过持续优化产品结
构，提升高端产品销售占比，改善运营效率并加强成本控制，TCL 多媒体整体业绩同比改善。
报告期内，TCL 多媒体电子实现销售收入 75.1 亿元（84.8 亿港元），同比增长 21.8%；
实现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BITDA）1.39 亿元（1.58 亿港元）。
2.2 TCL通讯科技
TCL 通讯科技主要以三大品牌 Alcatel、TCL 及 BlackBerry 于全球从事设计、生产及销
售通讯设备及其他产品组合。
面对艰难的市场环境和日趋激烈的竞争，TCL 通讯科技采用多品牌推进策略，增强移动
互联网应用服务能力，提升产品体验和产品竞争力，并面向全球发布了 BlackBerry 键盘智能
手机等一系列中高端新品。同时，TCL 通讯加速推进企业组织架构优化，提升运营效率，降
低各项费用；继续巩固运营商渠道优势的同时，加强重要市场的公开渠道与电商渠道建设工
作。
因受海外手机市场持续低迷、报告期内关键零部件成本大幅提高等因素的影响，TCL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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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科技盈利同比大幅下降。报告期内实现销售收入 33.6 亿元，同比下降 28.6%。
2.3 家电集团
家电集团主要从事空调、冰箱、洗衣机、健康电器以及智能家居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报告期内，家电集团加大产品技术开发投入，积极布局和发展智能家居业务，公司产品
力持续改善。空调产品销量同比增长40%，变频空调、风冷冰箱、免污洗衣机等高端产品占
比稳步提升。
报告期内，家电集团实现销售收入40.8亿元，同比增长38.4%，实现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
润（EBITDA）5,977万元。
3、通力电子
通力电子为全球消费电子一线品牌企业提供研发、生产及销售优质音视频产品和无线智
能互联产品的服务。
报告期内，通力电子在大力发展音频产品等优势业务的同时，加大语音智能音响及物联
网（IOT）产品的拓展和投入，并与多家国际互联网知名企业在语音智能音响或其部品合作
取得良好进展。报告期内，受益于新型音频及耳机业务的快速发展，通力电子销售收入同比
增长31.3%。
4、商用系统业务群
商用系统业务群主要运营B2B领域的业务，包括商用显示、科天智慧云、军工电子、医
疗电子、照明和华瑞光电等企业。
4.1 商用显示业务
TCL商用信息科技（惠州）股份有限公司聚焦于智慧酒店显示、智慧安防显示和智能警
用装备三大核心业务。报告期内，TCL商用信息持续提升大客户项目运作能力及系统集成能
力，向产品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
4.2 云服务及相关终端方案业务
公司与思科合资成立的科天智慧云致力于为中国企业和行业用户提供基于云端、支持多
终端接入的多场景视频通讯与协同会议系统。报告期内，科天云WebEx业务与多家企业深化
合作，企业级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除上述业务外，公司持股的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的专用通信业务稳定发展，
民品通信业务海外拓展顺利。惠州TCL照明电器有限公司继续深化海外战略客户合作，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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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同比增长30.5%。华瑞光电（惠州）有限公司继续深化与TCL多媒体的电视背光灯条业
务合作，销量和收入均实现了较快增长。
5、部品及材料业务群
部品及材料业务群主要为终端产品提供材料、部品和附件产品，包括金能电池和环保业
务。
TCL金能电池聚焦于聚合物锂离子电池的研发、制造和销售。报告期内，金能电池技术
能力快速提升，快充技术取得突破。
惠州TCL环保资源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与处理处置、家电拆解及深加工
回收利用等业务。报告期内，通过持续优化拆解构成及成本费用管控，家电拆解业务盈利同
比增长较快。
（二）服务业务
1、 互联网应用及服务事业本部
互联网应用及服务业务涵盖公司面向用户提供家庭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各项应用服务
及其支撑平台。公司通过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技术，构建基于各类智能终端及垂直应用的海
量互联网用户资产管理平台。
1.1 家庭互联网应用平台及垂直应用
公司通过 TV+智能电视平台，与豪客数娱、欢网、全球播等业务协同发展，形成覆盖自
有智能电视终端和第三方客厅智能终端的业务矩阵。
TV+平台以网格化 launcher 作为用户导流基础，依托智能电视、智能机顶盒、游戏主机
等智能终端搭建家庭用户运营平台，基于付费内容分成、业务流量分成、服务广告分成提供
有偿增值服务。报告期末，TV+平台累计激活用户数已达 1,908.7 万，日均活跃用户数 861.4
万。
豪客数娱主要经营电商、游戏、教育、健康、音乐等电视端垂直内容，依托自建直播平
台，集成零花钱实现广告资源转换和支付系统，并搭建内容播控平台、竞猜系统等实现基础
功能互动，提供电视与手机的大小屏联动服务。
欢网与广电、电信及智能终端等企业开展广泛合作，报告期末已覆盖15省广电运营商和
17省电信运营商，连接智能电视/OTT盒子等智能终端超过4,700万台。智能导视业务继续深
化，并推出电视社区产品，提升用户主动式的交互体验。欢网科技与央视-索福瑞合作推出的
实时收视数据平台稳定运行。
13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

报告期内，全球播上映同步影片12部，版权影片144部。报告期末，全球播累计激活用
户数已达1,993万，会员付费收入显著提升。海外直播平台直播频道总数321路，与阿里、腾
讯、乐视、CIBN、森宇的合作更加深入。
1.2 移动互联网应用平台
TCL 通讯科技的移动互联网业务中心为公司自有品牌智能手机提供系统开发、应用开发
及各项运营支持；豪客互联整合自有及第三方的服务与内容，面向海外公开市场用户提供移
动互联网各项应用产品及服务，共同构建移动互联网生态圈。
报告期内，豪客互联在公开市场推出的清理和安全类应用产品用户数增长迅猛，应用商
店的分发能力有效提升，新闻资讯类轻应用产品运营也取得突破。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移动
互联网应用平台累计激活用户数已达 8,196.5 万，月活跃用户数为 3,219.0 万，同比增长
210.8%。
1.3 云服务平台
TCL云平台以内部云服务为基础业务，结合TCL生态链提供基础设施云服务（Iaas）和通
用的平台服务（Paas），并通过大数据平台为各产业用户提供统一的用户画像，提升面向全
网用户的精准营销效果及产品变现能力。报告期内，TCL云平台大数据分析系统“鹰眼”正式上
线。
1.4 教育网业务
TCL教育网是中国最大的网络学历教育服务运营机构，在网络学历教育服务、汉语水平
考试（网考）服务方面居领先地位，并积极发展互联网教育和职业教育。
报告期内，教育网学历教育春季招生工作顺利完成；职业教育快速发展，学习人数稳步
提升；互联网IT职业教育平台用户数已达890万，商业模式初步建立。
除上述业务外， TCL文化传媒在影视和新媒体领域的投资工作已经展开。报告期内，TCL
文化传媒参投了《失忆之城》、《爱国者》等电视剧。TCL-IMAX私人家庭影院系统在中国市
场完成产品交付，欧洲市场订单稳步推进。
2、销售及物流服务业务群
销售及物流服务业务群包括翰林汇和酷友科技（O2O平台）。
2.1 翰林汇
翰林汇（835281）是专业从事IT产品销售与服务的业务平台，覆盖国内外一线品牌笔记
本电脑、台式电脑、数码产品和相关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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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翰林汇在笔记本电脑市场份额持续稳步提升。围绕“销售+服务”的商业模式，
翰林汇积极拓展企业级产品业务，并已覆盖电商和供应链金融服务业务。
2.2 酷友科技（O2O平台）
酷友科技包括十分到家（服务网）、速必达（物流网）、电商（虚拟网）、体验店（实体网）
四大业务板块。
报告期内，酷友科技电商的线上销售和用户运营能力持续加强，物流配送时效大幅提升，
配送覆盖范围扩大至20个省，累计用户数已达4,643万。线下服务应用平台“十分到家”在家电
上门清洗行业的市场占有率和口碑保持领先，业务收入同比增长20%。
3、TCL 金融
TCL金融控股集团专注发展产业金融，致力于为TCL集团和成员企业、产业链合作伙伴、
业内企业级客户、消费者与其他个人用户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
报告期内，金控集团的全球资金管理能力和金融市场投资能力继续保持较好水平，产业
金融服务能力稳步提升。供应商金融服务平台“简单汇”业务规模持续快速增长；互联网小贷
公司推出的“产销贷”、“产微贷”等产品快速迭代，市场反应良好；个人贷款和消费金融业务盈
利水平不断提升；资产交易平台“T金所”规范运行，用户数和交易量快速提升。
公司战略投资的上海银行、湖北消费金融公司、惠州农商行等业务发展良好；参与发起
设立的上银金融租赁股份公司、粤财信用保证保险公司的筹建工作稳步推进。
（三）创投与投资业务
公司的创投业务以TCL创投为载体，借助公司在新型显示及智能终端垂直整合的产业背
景和专业的管理团队，聚焦前瞻性及技术创新性产业布局的创业投资业务。
报告期末，TCL 创投管理的基金规模为 91.5 亿元人民币，累计投资项目 79 个，重点投
资于新材料、新能源、消费及高端制造行业，目前持有百勤油服、SkySolar、生物股份、创
意信息、茂业通信、海立美达、万华化学等上市公司股票。
公司直接投资的外部项目公司，以财务投资模式运营，一般以参股方式持有，不介入经
营管理。

15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

第四节 重要事项
一、 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7 年

2016 年

增减

1-3 月

1-3 月

（%）

管理费用

214,633

165,846

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4,125

23,841

882.0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6,253

-1,030,367

-52.8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2,283

1,279,868

-81.07

项目

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研发支出同比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增
加
报告期内项目投资建设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
本报告期内公司华星光电收到少数股东投资、发行
公司债及超短融同比减少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重要事项概述
公司参与设立的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投资进展
申请注册发行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务融资工具、华星光电“星居计划”更换合
作方、调整自有闲置资金理财额度
投资建设第 6 代柔性 LTPS-AMOLED 显示面板生产线项目

披露日期
2017 年 1 月 11 日
2017 年 3 月 28 日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
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
n）

2017 年 4 月 1 日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7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 期初持股 期初持股 期末持股 期末持股 期末账面 报告期损 会计核算 股份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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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元）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值（元） 益（元）

科目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

--

--

--

合计

--

--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
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
日期（如有)

2017 年 3 月 29 日

2017 年 4 月 13 日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主要为外汇收入

涉诉情况（如适用）

无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

2011 年 2 月 26 日

露日期（如有)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

不适用

露日期（如有)
为有效管理外币资产、负债及现金流的汇率风险，公司在充分分析市场走势的前提下，
根据经营（包括订单和资金计划）情况预测，分别采取远期外汇合约、期权等方式以规避未
来面临的汇率风险。随着后期业务规模的变化，公司将根据实际市场情况和经营计划调整汇
率风险管理策略。
主要风险分析：
1、市场风险：本集团开展的金融衍生品业务，均属于与主营业务经营相关的套期保值和交
易类业务，存在因标的利率、汇率等市场价格波动导致金融衍生品价格变动而造成亏损的市
场风险；
2、流动性风险：本集团所开展的衍生品业务均为通过金融机构操作的场外交易，存在平仓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
及控制措施说明（包括但不限于
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
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等）

斩仓损失而须向银行支付费用的风险；
3、履约风险：本集团按照滚动预算进行相应风险管理而开展衍生品业务，存在实际经营结
果与预算偏离而到期无法履约的风险；
4、其他风险：在具体开展业务时，如发生操作人员未按规定程序报备及审批，或未准确、
及时、完整地记录金融衍生品业务信息，将可能导致衍生品业务损失或丧失交易机会。同时，
如交易人员未能充分理解交易合同条款和产品信息，将面临因此带来的法律风险及交易损
失。
风险控制措施：
1、基本管理原则：严格坚持套期保值原则，以锁定成本、规避风险为主要目的。要求所开
展的金融衍生品业务与现货的品种、规模、方向、期限相匹配，不参与任何形式的投机交易。
在套期工具的选择上，只挑选与主业经营密切相关、符合套期会计处理要求的简单金融衍生
产品，避免超越规定经营范围及从事风险及定价难以认知的复杂业务；
2、本集团针对所从事的金融衍生品业务的风险特性制定专项风险管理制度，覆盖事前防范、
事中监控和事后处理等各个关键环节；按要求合理配备投资决策、业务操作、风险控制等专

17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
业人员；要求参与投资的人员应充分理解金融衍生品投资的风险，严格执行衍生品的业务操
作和风险管理制度。控股公司开展衍生品业务前，须向集团主管部门提交包括其内部审批情
况、产品主要条款、操作必要性、准备情况、风险分析、风险管理策略、公允价值分析及会
计核算方法等详尽的业务报告，以及已操作业务的专项总结报告，获得集团专业部门意见后，
方可实施操作；
3、相关部门须跟踪金融衍生品公开市场价格或公允价值的变化，及时评估已投资金融衍生
品的风险敞口变化情况，并向董事会报告业务开展情况；
4、如本集团已开展的衍生品的公允价值减值与用于风险对冲的资产（如有）价值变动加总，
导致合计亏损或浮动亏损金额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
万人民币时，本集团将及时披露。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
格或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
对衍生品公允价值的分析应披
露具体使用的方法及相关假设
与参数的设定

随着海外销售规模的快速扩张，为规避和对冲经营和融资所产生的外汇风险，公司继续
按照上述规则操作远期外汇合约、利率掉期合约及期货合约，报告期内损益为收益 4,279
万元。衍生品的公允价值以外汇市场即时报价确定，按照合约价格与资产负债表日外汇市场
即时报价的远期汇率之差额计算确定衍生品的公允价值。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
及会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
告期相比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

未发生重大变化

说明
鉴于公司主营业务中近半为海外业务，涉及结算币种繁多。公司通过合理的金融衍生工具降
低汇兑损失、锁定交易成本，有利于降低风险控制成本，提高公司竞争力。公司已为操作金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
风险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融衍生品业务进行了严格的内部评估，建立了相应的监管机制，制定了合理的会计政策及会
计核算具体原则，订立了风险敞口管理限额，且操作的均为简单金融衍生品业务，有效控制
了风险。公司已开展的金融衍生品业务签约机构经营稳健、资信良好。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开展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与公司日常经营需求紧密相关，
风险可控，符合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单位：万元
期初

期末合约金额占公司报

期末

报告期损

合约种类

告期末净资产比例(%)

益情况
合约金额

业务金额

合约金额

业务金额

1、远期外汇合约

722,296

31,827

799,824

33,931

2、利率掉期

462,004

11,904

459,493

11,840

合约金额

业务金额

33.82%

1.43%

19.43%

0.50%

4,279
3、货币掉期

173,425

6,937

172,483

6,899

7.29%

0.29%

4、外汇期权

-

-

72,443

3,208

3.06%

0.14%

1,357,725

50,668

1,504,243

55,878

63.60%

2.36%

合计

4,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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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衍生品业务金额为对应合约金额按照与签约银行确定的比例所实际产生的业务余额。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2017 年 1 月 9 日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巨潮资讯网 TCL 集团 2017 年 1 月 9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7 年 1 月 12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 TCL 集团 2017 年 1 月 12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7 年 1 月 2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 TCL 集团 2017 年 1 月 20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7 年 2 月 7 日

巨潮资讯网 TCL 集团 2017 年 2 月 7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实地调研 机构

2017 年 2 月 1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 TCL 集团 2017 年 2 月 17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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