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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71                          证券简称：富满电子                          公告编号：2020-[052] 

深圳市富满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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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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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满电子 股票代码 300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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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琼 肖庭峰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农园路时代科技

大厦西区 18 楼 

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农园路时代科技

大厦西区 18 楼 

电话 0755-83492887 0755-83492887 

电子信箱 zqb@superchip.cn zqb@superchi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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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50,765,690.91 255,025,667.94 -1.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498,545.85 11,915,820.58 105.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7,858,273.60 8,214,464.87 117.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0,395,620.33 -26,084,385.88 -208.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08 1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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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08 11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5% 2.12%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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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8,403,071.54 1,033,812,918.60 48.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61,649,510.22 592,096,995.68 62.4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2,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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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晶（香港）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40.13% 63,263,737 63,263,737 质押 7,000,000 

广州诚信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2% 5,543,975    

南通招商江海产

业发展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1% 5,225,230 5,225,230   

李新岗 境内自然人 2.63% 4,141,351 1,351,351   

肖玲 境内自然人 1.58% 2,490,900 900,900   

郑燕华 境内自然人 1.43% 2,252,252 2,252,252   

吴玉胜 境内自然人 0.98% 1,540,50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国泰

CES 半导体行业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7% 1,527,920    

熊敏锐 境内自然人 0.86% 1,351,351 1,351,351   

刁云景 境内自然人 0.85% 1,341,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吴玉胜和李新岗分别持有深圳市信利康电子有限公司 49%和 51%的股份，刁云景系李新

岗的配偶。李新岗、吴玉胜、刁云景为一致行动人，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4.46%，其他股

东未知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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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076.57万元，比上年同期下滑1.67%。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449.85万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105.60%。第一季度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爆发，公司的经营情况受到阶段性影响，营业收入同比减

少10.07%，3月份伴随下游相继复工复产，公司经营状况开始恢复。第二季度，公司积极布局新品，开拓市场，产品市场份

额稳中有升，经营开始实现较好增长，保证了2020年上半年经营的稳定。同时由于产品结构持续改善，高毛利品种的占比快

速增加，公司在营收微幅下滑的情况下，实现了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体量翻倍以上的增长。 

2020年是公司不断夯实现有产品竞争优势，同时积极前瞻布局新产品的一年。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和战略

布局，新明星产品相继涌现。在电源管理芯片（PMIC）领域，公司USB PD系列芯片在快充市场的先发优势已经开始显现；在

小间距&miniLED显示驱动IC领域，公司的FM6与TC7系列产品在性能、价格上面相较对手的优势愈发明显，已经成为LED显示

屏企业的首选产品之一；此外，公司在射频前端系列芯片领域进行了前瞻战略布局，已经开发了一系列的开关、滤波器、WiFi 

PA等系列产品，未来有望成为公司业绩新的增长点。 

报告期公司的主要经营工作如下： 

（一）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布局产业链相关系列芯片  

公司高度重视集成电路领域核心技术的耕耘和积累，持续加大战略性关键技术投入；积极探索行业前沿技术，加速产品

迭代及创新；报告期公司研发投入2,157.82万元，占公司整体营业收入的8.60%,比去年同期增加25.58%。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获授权专利112项，其中发明专利27项，实用新型专利84项，外观专利1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

记148项；软件著作权48项。 

（二）紧抓市场契机，以品牌、品质联动拉动市场需求 

报告期公司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及新冠疫情带来的市场影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凭借集成电路消费电子领域品牌优

势，依托良好的产品品质和快速响应客户的优势，挖掘市场需求，深耕存量市场，开拓增量市场、优化产品结构，实现业务

与产品在细分行业领域的不断迭代和创新，在竞争中扩大市场份额，提高盈利能力。 

（三）加强精益生产，着力工艺改进，提高生产效率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封装工艺持续技术创新、人机配比率优化、设备技术改造升级、全工程品质把控等各项举措提高生

产效率，提升产品封装制造价值。 

（四）定向增发项目落地实施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定向增发，募投项目实施内容有序推进。 

（五）匹配战略发展需求，有序推进新工厂建设 

报告期公司竞得位于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人民东路与寿禾路交汇处西南角宗地号为G14309-0305土地的土地使用权，

拟在下半年开启新工厂建设。 

（六）公司治理与规范运作  

报告期内，公司依据新《证券法》、创业板改革试点注册制等监管法律、规则要求，不断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建

立健全公司内部管理、完善内部控制度、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提升内部控制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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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 

财政部于2017年7月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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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准则”），新收入准则规定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

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

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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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设立佳满鑫 

佳满鑫于2020年03月30日由本公司（51%）、黄锐（19%）、陈少丽（30%）发起设立，截至2020年06月30日止本公司以货

币出资510万元。 

 

2.设立台慧微 

台慧微于2020年01月07日由本公司（70%）、杨金艳（10%）、伍荣芳（20%）发起设立，截至2020年06月30日止本公司以

货币出资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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