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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70                           证券简称：*ST 盈方                              公告编号：2019-066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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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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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盈方 股票代码 000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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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旭升（代行） 代博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盛夏路 500 弄 4 号 2 层 上海市浦东新区盛夏路 500 弄 4 号 2 层 

电话 021-58853066 021-58853066 

电子信箱 infotm@infotm.com infotm@infotm.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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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5,328.00 75,316,259.83 -94.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9,100,043.43 -46,541,733.21 15.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9,396,687.86 -47,046,264.48 16.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956,483.94 -9,349,050.42 -134.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79 -0.0570 15.9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79 -0.0570 15.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96% -13.34% -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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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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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875,872.71 252,959,808.51 -18.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8,500,503.74 197,595,632.57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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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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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盈方微电

子技术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96% 97,655,400 97,655,400 

质押 97,405,000 

冻结 97,655,400 

东方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45% 69,000,000 69,000,000   

华融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56% 37,259,600 37,259,600   

山东麦格瑞新

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05% 33,072,400 0   

上海舜元企业

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99% 32,617,984 3,115,248   

荆州市古城国

有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0% 12,230,400 0   

霍艳苓 境内自然人 1.11% 9,091,200 0   

张冰 境内自然人 0.95% 7,777,576 7,777,576   

刘淑芳 境内自然人 0.73% 6,000,000 0   

郑海萍 境内自然人 0.63% 5,136,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海盈方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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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股东之间，公司未知其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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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报告期末，股东刘淑芳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股份 6,0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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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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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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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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业务均出现较大的萎缩或停滞，因公司立案调查尚未结案，公司融资渠道受限的环境无法改变，公

司运营资金仍然较为紧缺。考虑到上述相关困难，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一些节流措施。日常运营方面，一方面，公司通过

对业务流程进行优化、简化，缩减了费用开支；另一方面，公司对现有人员进行大幅调整，保留核心业务人员，解散冗余人

员，节省了运营成本。业务开展方面，公司报告期内仅芯片业务实现了少量订单销售，数据中心租赁业务和北斗业务已全面

停滞，公司业绩较上年同期已出现大幅度的下滑。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99.5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94.7%；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91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5.99%。 

【芯片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自身实际能力和当前市场需求，对芯片原有产品开展功能开发和性能优化，由于相关产品缺乏一定

的市场竞争优势，仅实现了少许订单的销售，芯片整体营收已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另公司受到资金紧缺的影响，报告期内

未有新的研发立项。在此困境下，公司聚焦人员及组织架构优化，缩减开支，尽全力确保芯片业务能够正常开展。 

【数据中心业务】 

公司数据中心业务自2018年12月20日签订《终止协议》协议后处于暂停运营状态。截至目前，数据中心业务尚未恢复运

营。 

【北斗系统业务】 

报告期内，受限于公司研发资金紧缺，北斗高精度芯片无法通过研发、优化从而达到成品可销售状态。报告期期内，北

斗业务未实现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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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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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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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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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代行）：方旭升 

2019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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