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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27                           证券简称：中颖电子                           公告编号：2019-061 

中颖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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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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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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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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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21-61219988 021-61219988-1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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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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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059,083.67 381,913,664.00 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7,772,250.32 80,147,222.04 9.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80,569,140.85 74,779,652.10 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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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5,532,943.30 44,005,563.01 48.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77 0.3460 0.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72 0.3460 0.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71% 9.77%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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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943,213.46 1,032,465,781.56 4.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45,310,286.25 860,344,374.76 -1.7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5,54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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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3% 61,051,973 0   

WIN CHANNEL LIMITED 境外法人 8.62% 21,905,775 0   

诚威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18% 10,628,592 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其他 1.82% 4,620,00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3% 3,380,974 0   

广运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6% 2,943,265 0   

沈军 境内自然人 1.03% 2,608,100 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新
生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3% 2,366,672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双利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3% 2,099,827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文体
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2% 1,824,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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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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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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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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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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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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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全球最主要电子信息产品的整机生产制造基地，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集成电路市场，2018年中国大

陆集成电路市场规模已达到1.6万亿元，占全球市场份额接近50%，但长期以来，中国集成电路严重依赖进

口，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重点进口商品量指表显示，2018全年，中国进口集成电路总金额高达2.06万亿人

民币，占我国进口总额的14%左右。集成电路设计产业是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战略性产业，2012年到2018

年我国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是20.3%，是全球的近三倍，2018年集成电路产业销售收入突破6,532

亿元，因我国在集成电路产业的起步较晚，芯片“国产替代”依然存在较大的市场空间，国内芯片设计产业

的发展前景光明。（数据来源：工信部、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 

   公司的主要产品线包括工控单芯片、锂电池管理芯片及OLED显示驱动芯片。公司的工控单芯片产品销

售约近公司收入的七成，主要应用在家电主控、电机控制及智能电表等，工控单芯片产品有价格变动小，

总体市场稳定成长的特性，根据市场研究机构IC Insights 2018年发布的研究报告预估，2019年全球MCU的

市场规模约为204亿美元，2022年达到239亿美元，全球MCU市场在未来几年可望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公司

的销售额尚不及全球MCU市场的1%，长期发展空间广阔，公司将持续在自身专注的市场领域稳步提高芯

片国产化率。即便根据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的数据统计，2019年上半年全球半导体销售额与2018

年同比下降了14.5%，公司在上半年依旧实现了销售同比的增长，这主要体现了工控单芯片的市场韧性，

也背靠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增速优于全球的契机及公司全体同仁的积极努力奋斗。公司的锂电池管理

芯片，主要应用于手机、笔记本电脑、电动工具及电动自行车等，产品的应用场景持续增加，公司也持续

丰富产品线。虽然锂电池管理芯片上半年的手机用市场比较清淡，但是公司对于全年锂电池管理芯片的销

售持续实现增长很有信心，多家大型品牌客户正在积极导入相关产品。子公司芯颖科技研发及销售的OLED

显示驱动芯片，目前仍以PMOLED显示驱动芯片的销售占比较高，去年9月开始量产的AMOLED显示驱动

芯片，实现销售已经超过千万元，公司也规划在下半年再推出新产品。公司对于国内的AMOLED产业发展，

持续保持乐观看法，市场将进一步扩大。 

   受到中美贸易战影响，公司的客户多以维持低库存水位作为风险因应对策，因此订单常态性的有较大比

例以急单形式体现，导致公司近期对销售情况的预见度降低，但是总体需求维持在稳中有进态势中。同时，

出于供应链安全考量，更多的品牌客户与公司积极开展了广泛的合作，这些合作的成果将会逐步展现成效，

长期而言，公司对于国内品牌客户的渗透率，可望更进一步提升。公司将把握贴近市场的优势，致力做好

自身产品领域的进口替代，继续强化技术实力，强化产品竞争力；积极加大研发投入，壮大研发队伍；持

续开发新产品，坚持市场化经营，提供客户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 

  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38,906万元，同比增长1.8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777万

元，同比增长9.51%。公司销售实现微幅增长，主要系公司二季度的销售增长理想，创出历史单季最高的

销售，同比增长的销售额也超过一季度同比的衰退。同比毛利率稳定、汇兑损失减少、投资收益及其他收

益增加，虽然研发与销售费用有所增加，综合多方效应实现了报告期内公司盈利的同比增长。上半年，公

司的工控单芯片、AMOLED显示驱动芯片销售同比增长，锂电池管理芯片销售同比有所降低。锂电池管理

芯片的应用场景持续增加，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大型品牌客户认可和导入，公司管理层对全年锂电池管理

芯片的销售仍持续实现同比增长保持乐观，未来可望进一步有效提升市场占有率。 

  经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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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紧紧把握国内市场持续发展及面对市场变动的新挑战等核心主题，制定公司的发展策略，以追求可

持续的长期稳健增长作为目标。 

 1、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以掌握核心技术及创新作为根本，建立技术壁垒。主要研发方向： 

     （1）工业控制单芯片；（2）锂电池管理芯片；（3）OLED显屏驱动芯片；（4）智能IOT应用芯片；
（5）汽车电子芯片。 

 2、在国内市场要积极推动国产替代与品牌客户共创双赢，在国际市场要着力通路建设及市场开拓。 

 3、把握机会加大投资，落实第二研发总部用地，满足公司长期扩充发展的需求。 

 4、寻找合适且具有发展协同效应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进行外延式发展。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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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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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法定代表人签字页） 
 

 

                                                                                                                                           

中颖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傅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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