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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74                                                          证券简称：景嘉微                                               公告编号：2022-058 

 

长沙景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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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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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嘉微 股票代码 300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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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凯 石焱 

电话 0731-82737008-8003 0731-82737008-8003 

办公地址 长沙市岳麓区梅溪湖路 1 号 长沙市岳麓区梅溪湖路 1 号 

电子信箱 public@jingjiamicro.com public@jingjiamicro.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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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543,874,510.45 475,107,031.50 14.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4,729,742.99 125,811,657.14 -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07,554,621.68 122,926,693.31 -12.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6,997,906.06 95,513,136.88 -400.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28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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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28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6% 4.85%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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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4,492,366.07 3,325,204,147.19 8.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959,620,410.60 2,864,871,887.59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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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5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如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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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喻丽丽 境内自然人 30.89% 139,905,197 104,928,897 质押 9,885,000 

国家集成电路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12% 36,786,300 0  0 

曾万辉 境内自然人 4.51% 20,407,347 15,305,509 质押 10,500,000 

胡亚华 境内自然人 3.63% 16,440,134 15,030,101  0 

乌鲁木齐景嘉合

创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31% 15,000,000 0 质押 10,725,000 

饶先宏 境内自然人 3.14% 14,229,000 0  0 

王萍 境内自然人 1.57% 7,132,604 0  0 

刘焱 境内自然人 0.79% 3,575,400 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华

夏国证半导体芯

片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72% 3,282,292 0  0 

葛贵兰 境内自然人 0.70% 3,166,991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喻丽丽和曾万辉为夫妻关系，曾万辉为乌鲁木齐景嘉合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的普通合伙人，喻丽丽、饶先宏、胡亚华为乌鲁木齐景嘉合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喻丽丽、曾万辉、饶先宏、胡亚华、乌鲁木齐景嘉合创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公司股东王萍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132,604 股，实际持有 7,132,604 股。 

2、公司股东葛贵兰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166,991 股，实际持有 3,166,991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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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景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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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务实高效，持续改进”的发展宗旨，致力于信息探测、信息

处理和信息传递领域的技术和综合应用，大力开展图形处理芯片及相关产品的开发与技术攻关工作，不断开拓新的应用

市场，为客户提供高可靠、高品质、多元化的解决方案、产品和配套服务。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4,387.45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14.47%，保持稳健增长。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1、 大力投入研发，增强核心技术优势  

技术研发能力是公司经营的有力保障。长期以来，公司持续投资关键技术和资源，同时持续加强研发管理，优化产

品开发流程，努力提升研发效率。依托多年的技术经验、优秀的研发团队和高效的研发能力，及时跟踪前沿技术动态，

准确把握产业发展的方向，深入布局图形处理芯片的产业化应用，不断加强公司的技术储备与领先优势。报告期内，公

司研发投入 13,451.18 万元，同比增长 23.58%，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比重为 24.73%。报告期内，公司成功研发了 JM9 系

列第二款图形处理芯片，助力公司进一步开拓通用市场。 

2、加强与客户的深度合作，积极拓展产品应用市场  

为实现公司战略发展目标，公司凭借在图形显控领域的核心竞争优势，不断加强与客户的深度合作，开拓产品应用

领域。经过公司长期的适配与推广，目前公司 JM9 系列图形处理芯片已逐步实现在政务、电信、电力、能源、金融、轨

交等多领域的试点应用。未来公司将持续大力开展新款图形处理芯片的研发工作和推广工作，不断开拓图形处理芯片多

领域的融合应用，完善公司战略布局，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  

3、优化公司治理，全面提高管理水平 

公司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战略发展宗旨，积极推动组织变革、管理变革，强化组织内部经营理念和绩效评价

应用，推动流程管理体系和绩效管理体系建设，拓展高潜人才发展通道，实现了管理能力和经营效率的持续提升。公司

将进一步完善组织机构、完善流程化管理体系；通过经营量化管理，激发组织活力，培养和提升管理人员的经营意识；

提升企业运作效率和赢利能力，实现企业持续有效的发展。 

4、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加强公司凝聚力 

公司一直坚持“以奋斗者为本”的人才发展理念，重视人才建设，为不断加强公司内部凝聚力，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工作及预留部分授予工作。 

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获准行权期权数量为 3,315,946 份，报告期内，首次授予

部分第一个行权期共行权 1,106,541 股。 

 2022 年 3 月 28 日，公司完成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登记工作，本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授予日是

2022 年 2 月 9 日，行权价格为 122.69 元/股，预留部分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140 名。股权激励的实施，有利于提高员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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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性，有利于增强团队的凝聚力，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

司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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