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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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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韦尔股份 603501 无 

 

联系人和 

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贾渊 任冰 

电话 021-50805043 021-50805043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龙东大道3000号4号楼 上海市浦东新区龙东大道3000号4号楼 

电子信箱 stock@sh-willsemi.com stock@sh-willsemi.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888,438,663.89 1,645,671,860.48 1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86,173,759.69 808,758,019.04 34.3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635,726.15 10,265,512.20 159.47 

营业收入 914,527,448.10 1,044,708,249.29 -12.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810,124.22 69,065,686.76 -1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7,076,537.34 63,431,219.68 -25.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4 10.17 减少3.5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7 -17.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7 -11.76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3,08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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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虞仁荣 境内自然人 67.17 279,435,000 279,435,000 无 0 

吕煌 境内自然人 3.84 15,990,000 15,990,000 质押 8,100,000 

南海成长（天津）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5 12,285,000 12,285,000 无 0 

周钺 境内自然人 2.39 9,945,000 9,945,000 无 0 

方荣波 境内自然人 1.88 7,800,000 7,800,000 质押 7,800,000 

北京富汇合力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9 7,020,000 7,020,000 无 0 

南海成长精选（天

津）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5 5,200,000 5,200,000 无 0 

上海信芯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5 5,200,000 5,200,000 无 0 

北京泰利湃思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0 4,988,880 4,988,880 无 0 

马剑秋 境内自然人 0.94 3,900,000 3,900,00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南海成长及南海成长精选为受同一基金管理人深圳同创伟业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私募基金，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无 



数量的说明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7 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总收入 91,452.74 万元，较 2016 年同期下降 12.46%；公司营业利

润为 4,032.36 万元，比 2016 年同期减少 2,958.53 万元；公司利润总额为 5,576.28 万元，比 2016

年同期减少22.69%；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881.01万元，比2016年同期减少14.85%。 

2017 年公司分销体系营业收入及利润较去年同期无重大变化，主要是由于公司加强对分销业

务的规模风险控制。 

2017 年上半年，公司继续保持和扩大 TVS、MOSFET、电源 IC、卫星直播芯片以及射频元

器件等产品的研发投入。公司在原有产品系列 TVS、MOSFET 等进一步加大投入，实现产品更新

升级换代，提高产品性能，进一步补充不同应用市场所需求的产品规格；公司某款高性能 ESD 保

护芯片已完成工程流片及测试，产品性能已与美国一线公司产品有相当的品质。 

2017 年上半年，公司子公司上海韦玏 LTE-LNA、GPS-LNA 及接收端 RF-Switch 已实现量产，

TRA 光纤通讯接口芯片已进入工程流片阶段。 

2017 年上半年，子公司上海磐巨主力研发 MEMS 芯片，目前硅麦产品已完成工程流片及测

试，产品品质及性能已达到或超过国内其他同类同款产品研发公司。2017 年下半年将考虑在压力

传感器等产品方面做产品市场和技术调研、积累。 

2017 年上半年，子公司上海矽久主力研发阶段宽带载波芯片、L-BAND 芯片及 CDR 芯片，

目前产品正在研发阶段，其中宽带载波芯片预计于 2017 年下半年完成研发及工程流片测试工作。 

2017 年上半年，子公司韦孜美新研发高性能 LDO、DC-DC 电源管理芯片目前正在研发阶段，

目前低压高性能 LDO 已完成工程流片及测试，性能对标美国 TI 公司同款产品，相当具有市场竞



争力。2017 年下半年将拓展高压高性能 LDO、DC-DC、Charge 的产品市场和技术调研、积累，

并尝试投入研发为今后的高压高性能的电源管理芯片奠定基础。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1.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本公司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业经公司第四届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并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元） 

2017 年 6 月 30 日资产负债表项目  

营业外收入 -670,224.48 

其他收益 670,224.48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