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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27                           证券简称：中颖电子                           公告编号：2019-013 

中颖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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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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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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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3096236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5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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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颖电子 股票代码 30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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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一德 徐洁敏 

办公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金钟路 767 弄 3 号 上海市长宁区金钟路 767 弄 3 号 

传真 021-61219989 021-61219989 

电话 021-61219988 021-61219988-1688 

电子信箱 dpsino168@126.com jxsino327@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自主品牌的集成电路芯片研发设计及销售，并提供相应的系统解决方案和售后的技术支

持服务。作为IC设计公司，公司采用业界惯见的无晶圆厂经营模式，即公司只从事IC设计及销售业务，将

晶圆制造、封装测试环节外包。公司的销售较大比例是透过经销商销售给客户，小部分采用直销。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及销售的产品主要涵盖两大主轴方向：一、系统主控单芯片：主要应用领域为工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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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芯片、锂电池管理芯片；二、新一代显示屏的驱动芯片：主要应用领域为AMOLED及PMOLED的显示驱

动。 

  公司是工控单芯片的国产芯片领先企业，受益于我国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家电、电子产品制造基地，

而且国家政策上积极支持芯片国产化，公司业绩自2012年起实现了持续性的增长。公司的锂电池管理芯片

的销售也因为应用更为广泛，增长快速。公司坚持自主研发核心技术，充分发挥贴近国内客户的优势，在

技术创新、产品质量及性价比等方面赢得了市场综合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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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757,710,546.74 685,724,752.16 10.50% 517,702,356.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8,290,777.55 133,637,665.17 25.93% 107,632,54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9,320,784.08 125,107,472.47 27.35% 97,159,481.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586,585.04 140,013,671.84 -26.02% 84,562,882.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307 0.5790 26.20% 0.51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307 0.5774 26.55% 0.51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50% 18.04% 2.46% 16.35%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032,465,781.56 980,777,107.38 5.27% 825,191,766.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60,344,374.76 780,564,647.26 10.22% 696,627,083.7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95,264,833.43 186,648,830.57 184,559,814.58 191,237,068.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656,716.63 45,490,505.41 41,074,942.67 47,068,612.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635,290.13 40,144,361.97 40,475,139.59 44,065,992.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219,516.82 56,225,079.83 22,557,966.27 37,023,05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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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0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25,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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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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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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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朗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5.02% 57,809,144 0   

WIN CHANNEL LIMITED 境外法人 8.62% 19,914,341 0   

诚威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19% 9,690,856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3% 3,073,613 0   

广运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7% 2,712,059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

转型机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7% 2,230,367 0   

沈军 境内自然人 0.88% 2,029,000 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8% 2,025,946 0   

四川海之翼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海之翼一期管理基金 
其他 0.61% 1,398,158 0   

长江日昇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8% 1,1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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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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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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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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75,771万元，同比增长10.5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6,829万

元，同比增长25.93%。公司总体销售增长，产品的平均毛利率稳定，带动盈利增长。工控单芯片的销售同

比接近持平，销售同比增长的主要系锂电池管理芯片及OLED显屏驱动芯片等产品线。工控单芯片的市场

需求自2017年下半年起快速增长，惯性冲高到2018年第1季，因当时中美贸易谈判项目、关税及汇率⋯等不

确性增高，致使2、3季客户不敢贸然接单及预建库存，导致公司2018年的工控单芯片销售额同比持平。随

著终端产品的智能化、节能变频化的需求增长趋势，公司认为整体工控单芯片市场或随景气变化有所波动，

但是增长的长期趋势还在延续。 

     公司的产品线中以锂电池管理芯片的销售同比增速最快，产品的应用场景持续增加。锂电池应用越来

越广泛，市场处于增长期，公司在报告期内也推出多款新产品以丰富产品线。由于研发团队在锂电池管理

芯片技术的不断扎根，产品质量也随之提升，公司的锂电池管理芯片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大型品牌客户认可

和导入，未来可望进一步有效提升市场占有率。 

     报告期内，OLED显示驱动芯片的销售同比增长。公司推出的FHD AMOLED显示驱动芯片自3季度末

起进入量产，AMOLED显示驱动芯片的销售呈现稳步增长趋势。子公司芯颖科技持续钻研AMOLED显示

驱动芯片的技术，提升技术力，将积极把握国产AMOLED屏产业未来蓬勃发展的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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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成电路设计 757,710,546.74 172,134,968.43 43.84% 10.50% 23.24%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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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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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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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内容和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的

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根据财政部《关

于修订印发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

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8〕

15号），本公司

对财务报表格式

进行了相应调

整。 

经本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

日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本期余额

106,011,450.74元，上期余额109,206,907.73元；“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本期余额72,845,913.70元，上期余

额 101,882,454.82元； “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定资产 ”，本期余额

26,221,543.74元，上期余额27,887,881.84元；“应收利息及应收股利并入

其他应收款”，本期余额10,877,459.19元，上期余额15,847,319.43元；“应

付利息及应付股利并入其他应付款”，本期余额23,765,222.87元，上期余

额29,566,569.88元；调减“管理费用”，本期119,697,758.89元，上期

102,537,209.98元；单列 “研发费用”，本期119,697,758.89元，上期

102,537,209.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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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中颖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傅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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