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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永好

打造世界级农牧食品企业

□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新希

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永好作为民营企

业家优秀代表获得“改革先锋”称号。

刘永好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

示，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增强了民营

企业家继续投资、办好企业的信心。新希望

与改革开放同行37年，在新时代深化改革

开放的“接力跑”征程中，将继续聚焦消费

与产业升级，将继续创新创业，助推乡村振

兴战略。

发展充满信心

刘永好说，“作为民营企业家的优秀

代表，获得了‘改革先锋’ 称号，深感责任

重大的同时， 因国家和人民对民营企业家

的肯定而感到荣幸和感动。 ”

新希望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 刘永好

回顾了新希望的创业历程。 “我们四兄弟

出生于1949年前后，出于让日子过得好一

些的期待，1982年我们回到农村搞养殖场

创业，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至今奋斗了37

个年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民营企业的

今天，更没有新希望。 ”

刘永好经历了改革开放的两个重要

“节点” 。 公司则从省内拓展到全国，再发

展到跨国经营， 从家族企业成长为公众公

司、行业龙头，走上了发展快车道。

前段时间受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影

响， 民营企业发展遇到一定困难。 关键时

期， 中央就非公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发

表了多次重要讲话， 针对民营企业家最关

心的减税降负、 解决融资难等方面做出了

积极安排。 这是改革开放40年进程中的又

一声春雷。

“中央强调‘两个毫不动摇’ ，增强了

民营企业家继续投资发展、 办好企业的决

心和信心。民营企业家敢于制定目标、善于

整合资源、勇于承担风险、勤于挖掘匠心、

诚于回馈社会， 是改革开放大潮中的活跃

力量。 ” 刘永好说。

脚踏实地耕耘

新希望与改革开放同行37年，一直坚

持以农业食品为主业，脚踏实地耕耘，逐步

成长为产业龙头企业。 公司积极参与全球

化布局， 将国际先进的资源技术和国内市

场相结合。过去三四年，公司在澳大利亚与

上千家肉牛养殖场建立了合作关系， 收购

了澳大利亚第四大牛肉加工商Kilcoy畜牧

业公司， 在中国和美国建立了肉食品加工

销售企业， 在全球形成了以肉牛产业为主

的产业链。

2016年，新希望和小米等公司发起成

立新网银行，试图走出一条靠高科技、智能

化、大数据做银行的路子。

刘永好表示， 在新时代深化改革开放

的“接力跑” 征程中，新希望将倾尽全力，

继续聚焦消费与产业升级， 连接国内外市

场，生产更多优质安全的食品，满足广大消

费者的多层次需求； 继续开拓大数据风控

技术，为更多的中小金融机构赋能，为小微

企业和创业青年提供更多更好的金融服

务；继续在全国倡导和推进“现代农业、生

态修复、精准扶贫” 三结合模式，推动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助力扶贫攻坚；继续助推

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五年内培养10万个

乡村技术员和新型职业农民， 培养选拔

100名乡村创业合伙人。

“新希望要坚持‘志不改、道不变’ ，

将创新创业进行到底。 我们将继续立足实

业、科技引领、创新驱动，力争成为世界级

的农牧与食品企业， 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为乡村振兴和中国农业的现

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 刘永好说。

上市公司年底密集“进补”

制药等三大行业成补贴重点

□

本报记者 张玉洁

临近年底， 上市公司密集发布收到政

府补贴或补助公告。 截至12月26日记者发

稿时， 本周已有65家公司公告收到政府补

贴及补助。不少企业获得补贴数额巨大。一

般而言， 政府补贴分为与企业日常活动相

关及无关两类， 对应分别记入其他收益或

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以及营业外收入或冲减

相关损失。 补贴通常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

影响比较直接。 从目前的公告看，制药业、

新兴科技行业和机械制造行业是获得补贴

较为集中的领域。

部分公司获得补贴金额大

从目前情况看，补贴金额差距较大，从

几十万元到数亿元不等。 华北制药等10家

企业获得补贴规模超过5000万元。其中，新

华联、 三一重工和北汽蓝谷三家企业获得

补贴金额超过亿元。

北汽蓝谷获得的补贴规模居前， 达到

4.9亿元。 公司公告称，子公司青岛分公司

收到莱西市政府拨付的产业扶持资金4.9

亿元， 用于奖励青岛分公司为地方经济发

展做出的突出贡献。 预计对公司2018年度

利润总额的影响金额为4.9亿元，计入其他

收益科目。 而公司财报显示，北汽蓝谷前三

季度实现净利润1.33亿元。

今年2月以来，三一重工及其子公司

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款项共计

2.26亿元。 其中，单笔数额最大为8982.6

万元， 为子公司上海华兴的增值税即征

即退。

新华联间接全资子公司长沙新华联

铜官窑国际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近日

收到长沙市望城区财政局拨付的文化旅

游产业扶持资金2亿元。 公司表示，2亿元

政府补助于收到时确认为营业外收入，计

入当期损益， 将增加本年度税前利润2亿

元。 新华联表示，上述政府补助与公司日

常经营活动不相关， 不具有可持续性，将

合理合规使用政府补助资金，实现高效利

用。财报显示，前三季度公司净利润为3.06

亿元。 不过， 扣非后公司当期净利润为

-727.8万元。

三行业企业密集获得补贴

制药业、 新兴科技行业和机械制造行

业公司近期密集获得补贴。华北制药、华海

制药、 太龙药业等近10家上市药企收到地

方政府补贴。其中，华北制药补贴金额超过

7500万元。

新兴行业方面，中科创达、士兰微、国

科微、 华脉科技等公司均收到当地政策补

贴，半导体、人工智能等行业成为补贴的重

点行业。

机械制造相关行业公司中， 除三一重

工外，轴研科技、蓝黛传动、杭齿前进等公

司均收到补贴，补贴金额整体较大。

一些存在争议的公司获得了政府补

贴，部分公司补贴金额对于全年业绩预计

产生重大作用。 奥瑞德近日公告，部分子

公司获得黑龙江省财政厅、哈尔滨市商务

局等政府机构拨付的政府补助资金共计

2700.7万元。 三季报显示， 前三季度公司

净利润为-453.7万元。 若四季度公司经营

正常，该笔补贴或将帮助公司实现净利润

转正。

多家公司大股东增持

□

本报实习记者 胡雨 潘宇静

12月26日晚， 多家上市

公司披露了大股东增持进展

情况。 其中，大康农业等公司

股东增持计划实施完毕，中国

海防、厦门国贸的控股股东拟

继续增持。

披露增持进展

华大基因12月26日晚间

公告，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汪

建、董事孙英俊及控股股东深

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华大控股” ）核心管

理团队累计增持公司股票金

额合计8786.89万元， 增持计

划已完成过半。

根据华大基因此前公告，

上述增持主体拟在2018年7

月24日至2019年1月23日增

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累计不

低于1.5亿元， 增持价格不高

于120元/股。 截至12月25日，

上述增持主体累计增持公司

股份172.43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43%。

截至12月26日，皖江物流

股东上海淮矿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简称 “上海淮矿公

司” ） 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7772.53万股， 增持金额约为

1.73亿元， 占公司总股本约

2.00%。增持后，上海淮矿公司

合计持有皖江物流股份1.76亿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约为

4.52%。 根据此前皖江物流披

露的股东增持计划，上海淮矿

公司计划自2018年10月26日

起3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拟

累计增持不低于1165.88万

股， 即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

0.3%， 且不超过1.17亿股，即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

大康农业控股股东已完

成增持计划。 12月26日晚间，

大康农业发布公告称，控股股

东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鹏欣集团” ）增持计

划实施完毕。鹏欣集团通过集

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

份共计8040.69万股， 占公司

总股本的1.47%。

根据大康农业此前披露

的增持计划， 鹏欣集团拟自

2018年6月27日至2018年12

月26日期间， 累计增持股份

不低于5485.37万股， 占公司

总股本的1%， 且不超过2.74

亿股，占总股本的5%。此次增

持前鹏欣集团持有大康农业

9.92亿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8.09%， 增持后鹏欣集团持

有公司10.73亿股， 持股比例

升至19.56%。

拟继续增持

部分公司股东增持完成

后披露了新的增持计划。厦门

国贸12月26日晚发布公告，控

股股东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简称“国贸控股” ）

计划继续增持。 12月26日，其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票55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

国贸控股计划本次增持

后6个月内继续增持公司股

票， 累计增持股份数量不低

于1000万股， 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2%（含本次增持）。

本次增持计划未设定价格区

间， 国贸控股将基于对公司

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 并根

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

资本市场整体趋势， 逐步实

施增持计划。

中国海防公告股东将继

续增持。中国海防控股股东中

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中船重工” ）于12月

26日以自有资金增持公司股

份59.75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

的0.15%，增持均价为22.99元

/股，对应增持金额1374.07万

元。中船重工及其一致行动人

计划自本次增持之日起6个

月内继续择机增持公司股份，

拟增持总金额1亿元至4亿元

（含本次已增持金额）。

多地出台政策支持企业上市

□

本报记者 杨洁

记者不完全统计发现，

2018年以来， 已有郑州、福

州、厦门、济南、菏泽、西安、合

肥、沈阳、东莞、鹰潭、丽水、惠

州等十多个城市出台政策，给

予新上市企业低至数十万元、

高则上千万元的资金奖励，各

地政府已经从去年的抢人才

大战进入争夺上市资源的你

追我赶之中。 在支持企业上

市之外，地方政府还通过减税

降费、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企

业家合法权益、优化营商环境

等角度给予民营企业支持。

鼓励企业上市

12月25日，郑州市委、市

政府出台 《关于促进民营经

济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对

于在沪深交易所主板 （中小

板）、科创板、创业板上市以

及在境外交易所上市的企业，

给予500万元奖补；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转系统（新三板）挂

牌的， 给予100万元奖补；在

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挂牌的，

给予10万元奖补。

12月7日，《济南市进一

步推进企业上市工作若干措

施》发布，提出进一步加大企

业上市政策支持力度。 为激

发企业上市积极性，济南市大

幅提高了上市奖励力度，将企

业境内外上市补助由过去的

500万元提高到800万元，企

业新三板挂牌补助由过去的

15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 济

南市表示，积极对接国家在上

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

制的重大改革举措，推动符合

条件的企业在科创板上市融

资，重点挖掘和筛选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主营业务突出、竞

争力强、盈利能力好，净利润

在300万元以上的企业以及

“十大千亿” 产业龙头企业、

“独角兽企业”等。

鹰潭市的奖补丰厚。《鹰

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

一步加快推进企业上市的实

施意见》今年7月发布，强化

对企业上市的奖励政策，争取

到2020年底， 全市新增境内

外上市企业3-5家。

鹰潭市政府提出，给予全

市每家在境内沪深交易所市

场成功上市的企业不低于

3000万元的资金奖励扶持，

其中， 省级财政奖励500万

元， 市本级财政奖励1000万

元。企业注册地财政奖补标准

由各地自行制定，奖补（含税

收奖励补贴） 总金额原则上

不低于1500万元； 对全市每

家在境外主要证券交易所市

场成功上市的企业，按照其实

际融资总额的2%， 由省和市

本级两级财政分别给予不超

过500万元人民币的奖励。

此外，福州、厦门、菏泽、

西安、合肥、沈阳、东莞、丽水、

惠州等地均出台类似政策。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上市企业数量通常显示

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竞争

力， 有利于吸引更多资本投

入、高端技术落地以及优秀人

才就业，优化当地产业结构。

Wind统计数据显示，截

至目前，广东省已有585家A

股上市公司，排名居前。 接下

来为浙江431家、江苏399家、

北京317家、上海283家。前述

鼓励企业上市的地区， 上市

公司数量均不算太多。 例如，

鹰潭市目前只有2家A股上市

公司。 济南市则表示，自身拥

有34家公司在境内外上市，

数量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名

次靠后； 在省内17市中仅居

第3位，与济南作为副省级城

市和经济大省省会的地位不

相匹配。

自中央召开民营企业座

谈会以来，各地纷纷出台促进

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 例如，

上海提出了降低民营企业经

营成本、 营造公平的市场环

境、 提升民营企业核心竞争

力、 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等措

施。 江苏则聚焦降本减负，包

括降低税费负担、 用地成本、

用工成本、用电成本、物流成

本、融资成本、创新成本、制度

性交易成本等。

针对上市民营企业大股

东股权质押风险，北京、深圳、

上海、浙江、四川、广东、湖北

等地出台相关政策，部分地区

设立数十亿元甚至上百亿元

规模的纾困基金，拟通过市场

化、专业化方式运作，帮助化

解股权质押风险。

企业家畅谈改革开放

打基础练内功 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

本报记者 崔小粟

改革开放开

启了伟大征程，

唤醒了生机与活

力， 并带来翻天

覆地的变化。 资

本市场以及比亚

迪、吉利、TCL集

团、 京东方等企

业随之发展、成

熟与壮大， 上市

公司以及企业家

成为改革开放的

见证者。

时代强大的推动力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深圳、 就没有

比亚迪。 ”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表示，作为

总部设在深圳的企业，“我们的感受尤为

不一样” 。

在王传福看来，“改革开放带来了市

场化的经济， 市场主体活力迸发了出来。

市场经济产生了一点过剩不用怕，竞争才

会让企业有压力，让企业充满活力。 竞争

带来短期压力、长期繁荣。 充分竞争是改

革开放给比亚迪最好的礼物。 ”

经过23年的高速发展，比亚迪由成立

之初的20人壮大到今天的22万人，业务布

局涵盖电子、汽车、新能源和轨道交通等

领域。 从能源获取、存储再到应用，全方位

构建零排放的新能源整体解决方案。 比亚

迪营业额和总市值均超过千亿元，在全球

设立了30多个工业园，实现全球六大洲的

战略布局。

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表示，

其创业经历基本上和市场经济发展同

步。 “我出生、成长在农村，家里没有经

商传统， 是改革政策召唤我加入了创业

大军。 其实当时并没有具体计划，只是感

受到了时代强大的推动力， 开始尝试一

些创业和经营活动， 是改革开放给予了

更多机会。 ”

在李书福看来，吉利的发展史与对外

开放政策紧密相连。 2001年，中国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吉利也拿到“准生证” ，获准

生产轿车。 2010年，吉利并购沃尔沃；此后

几年并购了宝腾、路特斯、戴姆勒，收购美

国太力飞行汽车等，一系列国际化战略布

局， 公司成为沃尔沃集团第一大股东、戴

姆勒公司第一大股东，成为中国汽车工业

“走出去” 的典范。

创新是根本出路

回眸改革开放40年， 真正强大的企

业，都是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关键环

节中艰苦突围，并将核心技术牢牢攥在自

己手中。

TCL集团董事长、CEO李东生认为，

“技术创新没有捷径可走， 只有依靠自主

研发、人才储备和长期的投入。 ”

为了提高企业竞争力，TCL打造了自

己的创新体系。 2005年，TCL集团工业研

究院在深圳成立。 这个当初只有30人的团

队为日后TCL技术能力增强立下赫赫战

功；2010年， 负责搜集前沿技术信息及探

索互联网应用的TCL美国技术创新中心在

美国硅谷成立，旨在携手美国企业、科研机

构联合进行技术开发；2018年9月，TCL集

团欧洲研发中心在波兰成立， 主要聚焦人

工智能基础技术研发和应用， 提升集团在

人工智能领域的科研能力。

“创新在我们的企业文化中打下了深

深烙印。这是TCL在每一轮产业竞争、迭代

升级中保持活力的法宝。 ”李东生说。

京东方董事长王东升表示， 技术行不

一定赢，但技术不行一定输。 近年来，京东

方在经营发展过程中强调技术创新、 产品

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管理创新等。 其中，

技术创新摆在了最核心位置。

王东升认为， 国内半导体显示产业发

展初期， 相关企业一般采取与国外厂商合

资或者代加工的方式经营， 国外厂商只是

看中了中国的广阔市场， 相关核心技术却

牢牢掌握在外资手中。诸多实践证明，唯有

通过自主创新才是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根

本出路。

在王东升掌舵下，早在1994年，京东

方就成立了平板显示预研小组， 着力显示

产业。 2003年以来，京东方通过海外并购

切入液晶显示领域。多项统计指标显示，公

司如今拥有全球最先进的显示技术和最大

规模的液晶面板出货量， 在手机、 平板电

脑、笔记本电脑、显示器、电视五大领域，其

液晶显示应用全球市占率均为第一。

面临新起点新任务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向更深层次、更大

范围推进。 企业家们面临新起点、新任务。

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董事会主

席、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表示，腾讯会沿着自

己选定的方向深耕细作，专注做好连接器、

工具箱、生态共建者三个角色，努力做好各

行业的数字化助手， 积极助力经济和社会

发展。 未来，腾讯将继续和时代、国家利益

更加方向一致； 和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更

加融合；和业界的合作伙伴共同发展。“这

三个层次将体现腾讯作为互联网平台企业

的价值。 ”

李书福称，要把汽车工业发展好，必须

长期努力打基础、练内功，培养大量基础性

软硬件人才；必须加强科技创新，不断整合

全球资源提升核心竞争力； 推出更多高技

术、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中国品牌汽车，让

用户拥有更多获得感， 满足用户对美好生

活的追求，提高中国汽车品牌市场份额，推

动中国汽车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世界级知名品牌一直都是TCL努力

的方向。 ” 在2018年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

展览会上，李东生表示，过去30多年，TCL

通过技术能力的积累，产品质量提升，品牌

地位确立，在全球彩电市场占得一席之地。

未来，TCL要以世界级企业为标杆考量自

己，在更深层的技术领域加大投入力量，同

时在品牌升级方面继续努力。

京东方执行委员会主席、 首席执行官

陈炎顺表示，显示产业进入“寡头竞争” 阶

段， 京东方在这轮竞争中竞争力和市场地

位进一步提升。 LCD产品供求关系发生变

化，价格下滑。但创新性技术产品价格仍能

维持相对较高水平。 尽管OLED渗透推广

不及预期，但这是显示领域发展重要方向。

京东方要做行业领导者。

视觉中国图片

企业家畅谈改革开放

打基础练内功 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本报记者 崔小粟

改革开放开启了伟大征程，唤醒了生机与活力，并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资本市场以及比亚迪、吉利、TCL集团、京东方等企业随之发展、成熟与壮大，上市公司以及企业家成为改革开放的见证者。

时代强大的推动力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深圳、就没有比亚迪。 ”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表示，作为总部设在深圳的企业，“我们的感受尤为不一样” 。

在王传福看来，“改革开放带来了市场化的经济，市场主体活力迸发了出来。 市场经济产生了一点过剩不用怕，竞争才会让企业有压力，让企业充满活力。 竞争带来短期压力、长期繁荣。 充分竞争是改革开放给比亚迪最好的礼物。 ”

经过23年的高速发展，比亚迪由成立之初的20人壮大到今天的22万人，业务布局涵盖电子、汽车、新能源和轨道交通等领域。 从能源获取、存储再到应用，全方位构建零排放的新能源整体解决方案。 比亚迪营业额和总市值均超过千亿元，在全球设立了30多个工业园，实现全球六大洲的战略布局。

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表示，其创业经历基本上和市场经济发展同步。 “我出生、成长在农村，家里没有经商传统，是改革政策召唤我加入了创业大军。 “其实当时并没有具体计划，只是感受到了时代强大的推动力，开始尝试一些创业和经营活动，是改革开放给予了更多机会。 ”

在李书福看来，吉利的发展史与对外开放政策紧密相连。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吉利也拿到“准生证” ，获准生产轿车。 2010年，吉利并购沃尔沃；此后几年并购了宝腾、路特斯、戴姆勒，收购美国太力飞行汽车等，一系列国际化战略布局，公司成为沃尔沃集团第一大股东、戴姆勒公司第一大股东，成为中国汽车工业“走出去”的典范。

创新是根本出路

回眸改革开放40年，真正强大的企业，都是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关键环节中艰苦突围，并将核心技术牢牢攥在自己手中。

TCL集团董事长、CEO李东生认为，“技术创新没有捷径可走，只有依靠自主研发、人才储备和长期的投入。 ”

为了提高企业竞争力，TCL打造了自己的创新体系。 2005年，TCL集团工业研究院在深圳成立。 这个当初只有30人的团队为日后TCL技术能力增强立下赫赫战功；2010年，负责搜集前沿技术信息及探索互联网应用的TCL美国技术创新中心在美国硅谷成立，旨在携手美国企业、科研机构联合进行技术开发；2018年9月，TCL集团欧洲研发中心在波兰

成立，主要聚焦人工智能基础技术研发和应用，提升集团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科研能力。

“创新在我们的企业文化中打下了深深烙印。 这是TCL在每一轮产业竞争、迭代升级中保持活力的法宝。 ”李东生说。

京东方董事长王东升表示，技术行不一定赢，但技术不行一定输。 近年来京东方在经营发展过程中强调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管理创新等。 其中，技术创新摆在了最核心位置。

王东升认为，国内半导体显示产业发展初期，相关企业一般采取与国外厂商合资或者代加工的方式经营，国外厂商只是看中了中国的广阔市场，相关核心技术却牢牢掌握在外资手中。 诸多实践证明，唯有通过自主创新才是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根本出路。

在王东升掌舵下，早在1994年，京东方就成立了平板显示预研小组，着力显示产业。 2003年以来，京东方通过海外并购切入液晶显示领域。 多项统计指标显示，公司如今拥有全球最先进的显示技术和最大规模的液晶面板出货量，在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显示器、电视五大领域，其液晶显示应用全球市占率均为第一。

面临新起点新任务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向更深层次、更大范围推进。 企业家们面临新起点、新任务。

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表示，腾讯会沿着自己选定的方向深耕细作，专注做好连接器、工具箱、生态共建者三个角色，努力做好各行业的数字化助手，积极助力经济和社会发展。未来，腾讯将继续和时代、国家利益更加方向一致；和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更加融合；和业界的合作伙伴共同发展。“这三个层次将体现

腾讯作为互联网平台企业的价值。 ”

李书福称，要把汽车工业发展好，必须长期努力打基础、练内功，培养大量基础性软硬件人才；必须加强科技创新，不断整合全球资源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出更多高技术、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中国品牌汽车，让用户拥有更多获得感，满足用户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提高中国汽车品牌市场份额，推动中国汽车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世界级知名品牌一直都是TCL努力的方向。 ”在2018年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上，李东生表示，过去30多年，TCL通过技术能力的积累，产品质量提升，品牌地位确立，在全球彩电市场占得一席之地。 未来，TCL要以世界级企业为标杆考量自己，在更深层的技术领域加大投入力量，同时在品牌升级方面继续努力。

京东方执行委员会主席、首席执行官陈炎顺表示，显示产业进入“寡头竞争”阶段，京东方在这轮竞争中竞争力和市场地位进一步提升。 LCD产品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价格下滑。 但创新性技术产品价格仍能维持相对较高水平。 尽管OLED渗透推广不及预期，但这是显示领域发展重要方向。 京东方要做行业领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