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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富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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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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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瀚微 股票代码 30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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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小军 余滢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717 号 2 号楼 6 楼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717 号 2 号楼 6 楼 

电话 021-61121558 021-61121558 

电子信箱 stock@fullhan.com stock@fullh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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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008,665.71 204,426,823.44 7.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010,822.51 38,457,469.26 -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4,929,372.00 32,355,157.38 -8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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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663,192.11 75,021,012.97 -63.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3 0.87 -4.6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3 0.87 -4.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9% 3.94%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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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5,580,353.50 1,190,043,136.16 -1.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88,901,013.85 1,031,123,835.09 5.6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9,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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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智控股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22.42% 9,963,000 9,963,000   

上海朗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26% 7,228,300 7,228,300 质押 1,515,100 

陈春梅 境内自然人 13.47% 5,988,000 5,988,000   

杨小奇 境内自然人 7.65% 3,399,000 3,399,000   

上海腾瀚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05% 2,690,000 2,690,000 质押 1,165,900 

何辉 境内自然人 3.35% 1,489,797 0 质押 846,800 

龚传军 境内自然人 2.52% 1,122,000 1,122,000   

万建军 境内自然人 2.50% 1,110,000 1,110,000 质押 801,000 

中国工商银行－

华安中小盘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13% 501,623 0   

郑秀姿 境内自然人 1.04% 463,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股东杰智控股有限公司、陈春梅、龚传军和杨小奇之间，万建军和杨小

奇之间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杨小奇为上海朗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和上海腾瀚

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陈宗辉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4,9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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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公司围绕既定战略，持续加强芯片产品与方案研发；在国内外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大环境下，坚持以客

户需求为导向，积极开拓新应用领域和市场业务，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13%；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701.08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76%。由于行业竞争加剧、产品结构变化等因素，公司综合毛利

率有所下降。报告期内，公司基于H.265视频编解码的IPC SoC产品实现量产；汽车电子产品及方案市场推进顺利。公司紧跟

市场需求，不断丰富、完善芯片产品线，以全系列产品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具体各方面经营情况如下： 

1 、夯实研发力量，持续技术与产品创新 

不断推出和储备符合市场需求的创新产品是保持公司可持续成长的动能，公司重视并一直保持高水平研发投入，坚持技

术创新。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7,982.62万元，同比增长42.65%，公司不断夯实研发技术力量，保持多项目并行的资源与

能力；研发团队积极开展新技术的预研，布局新产品的规划与开发。同时，公司加强项目管理，完善研发流程，研发效率与

质量明显提升，核心竞争力算法和IP持续优化。 

在专业安防领域，公司契合市场趋势，对产品进行迭代升级，推出了4K超高清摄像头，无线套装等产品与方案；在智

能硬件方面，公司推出了家用人工智能摄像头、超低功耗电池无线相机、智能扫码设备等产品及方案；在汽车电子方面，车

载应用全面开展，公司与合作伙伴联合推出RGB-IR解决方案，可为汽车座舱机器视觉监控系统和查看应用提供高质量的视

频，为安全自动驾驶提供稳定可靠的产品与解决方案。 

2 、 市场拓展与客户支持 

公司与行业标杆客户保持战略合作关系，始终贴近客户、深刻理解视频应用领域客户的需求，在该细分领域中以产品品

质赢得客户认可；公司进一步深化各区域销售市场开发与支持服务工作，始终坚持以客户为导向的服务理念。团队以优质的

技术支持与服务为客户提升附加价值，公司在行业市场地位得以巩固与保持领先；报告期内，公司通过针对性的客户推广和

市场拓展，市场销售得到了提升。 

3 、 完善内部管理和团队建设，提升组织运行效率； 

公司进一步推进内部管理变革，不断完善内部治理，健全内控管理、质量管理与风险管控，积极降本增效。公司注重优

秀人才的引进、培养和研发团队建设，陆续引进有丰富行业经验和管理经验的中高层人员，并与高校建立合作培养人才机制，

通过完整的内部培训、考评体系等鼓励员工发挥积极性与创造性，不断提高自身为客户创造价值的能力。 

公司秉持不断突破和跨越的创新精神、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致力于打造优秀的智能化、高清化国产芯片，助力国家安

防事业和智能现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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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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全资子公司富瀚微电子香港有限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记账本位币由美元变更为人民币。对 2019 年度利润总额、公司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没有影响；对合并报表净资产影响金额-34,360.94 元。 

2）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

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

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要求进行的变更，详见

财务报表附注五 44（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3）2019 年 4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要

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通知要求编制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要求进行的变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只涉及财务报表

项目的列报和调整，对公司资产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均不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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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由海风投资有限公司、拉萨君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向眸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增资，2019年4月眸芯（科技）

上海有限公司已完成增资工商变更登记及商务委备案，公司持有眸芯科技的股权比例变更为 15%，对其不再拥有控制权，

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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