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782      证券简称：卓胜微    公告编号：2020-025 

江苏卓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0年4月28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江苏卓胜微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0]第263号）。公司董事会对此高度

重视，对相关事项进行逐项核查分析，现对关注函关注的有关事项回复如下： 

一、你公司 IPV Capital HK Limited 等 7 名股东所持有合计 3,881.70 万股首发

限售股份将于 2020 年 6 月 18 日解除限售，占公司总股本的 38.82%。请核查上述股东

解限后六个月内是否存在减持计划，若是，请说明本次推出股本转增方案是否存在配

合上述股东减持的情形。 

公司回复： 

截至本关注函回复之日，公司暂未获悉IPV Capital HK Limited等7名股东未来六

个月内的减持意向。如公司上述股东有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

章制度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本次转增股本方案是鉴于公司持续的盈利能力和良好的财务状况,并结合公司

未来的发展前景和长期战略规划，在符合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保障公司正常经营和长

远发展的前提下提出的，方案充分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和合理诉求，有利于增强

公司股票的流动性和优化股本结构，与公司经营业绩及未来发展相匹配。本次转增股

本方案不存在配合股东减持股份的情形。 

二、请说明公司所处行业是否存在对相关企业的最低股本要求，扩增股本是否能

够提升公司生产经营能力或行业地位；并结合前述说明、所处行业成长性、公司上市

以来业务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股本规模和股价情况、主要财务数据等详细说明



公司上市后第一个年度即进行股本转增的必要性、合理性，分析说明转增比例是否与

业绩增长幅度相匹配。 

公司回复： 

（一） 公司所处行业股本要求情况 

   公司专注于射频集成电路领域的研究、开发与销售，主要向市场提供射频开关、射

频低噪声放大器、射频滤波器等射频前端分立器件及各类模组的应用解决方案，同时

公司还对外提供低功耗蓝牙微控制器芯片。经查询，公司所处行业不存在对相关企业

的最低股本要求。此次转增对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能力和行业地位没有提升作用，但

有利于增强公司股份流动性、改善公司股本结构。 

（二） 公司所处行业成长性 

集成电路产业主要分为设计业、制造业、封装及测试业三大产业。公司所属集成

电路设计行业作为集成电路产业链的最前端，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随着新一代信息

技术与传统产业的加速融合，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一系列新的

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和商业模式不断涌现。消费电子、汽车电子等集成电路行业下游

应用的重要领域升级换代进程加快，促进了集成电路产业链的持续扩张。另一方面，

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针对集成电路行业的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规范行业发展秩序，

同时通过企业投资、设立行业投资基金的形式为行业发展提供资本帮助，推动了行业

的发展壮大。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统计，2019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额为7,562.3

亿元，同比增长15.8%。2019中国集成电路设计行业销售额达3,063.5亿元，同比增长

21.6%；2009年至2019年集成电路设计业在行业中的比重逐年上升，从2009年的24.34%，

上升到2019年的40.51%。 

（三） 公司上市以来的业务发展情况 

公司专注于射频集成电路领域的研究、开发与销售，坚持以技术创新为第一推动

力。公司主要向市场提供射频开关、射频低噪声放大器、射频滤波器等射频前端分立

器件及各类模组的应用解决方案，同时公司还对外提供低功耗蓝牙微控制器芯片。 

公司聚焦行业需求，紧密围绕建立全球领先的射频领域技术平台的战略目标，抓

住全球移动智能终端蓬勃发展的市场机遇。在技术研发方面，公司积极推动技术持续

创新，顺应市场需求推出类型丰富的产品。在客户服务方面，公司与国内外知名智能

移动终端厂商形成了稳定的客户关系。凭借卓越的科研技术、优质的产品和高效完善

的服务，公司逐渐发展成为一家国内领先的射频器件及无线连接芯片设计公司，在国



内外积累了良好的品牌认知和丰富的客户资源，并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2019年度，公司整体业务较上年同期保持高速增长。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12,394,554.11元，同比增长169.98%。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97,169,961.25

元，同比增长206.27%。2020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50,905,491.09元，同比

增长148.7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1,806,101.18元，同比增长

263.41%。 

（四） 公司未来发展规划 

公司坚持“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以满足客户需求为目标”的宗旨，致力于建设射

频领域全球领先的技术平台，不断进行用户需求调研、技术研发，拓展产品覆盖范围

与应用领域，持续加强供应链建设，提高产品竞争力及市场占有率，立志成为射频领

域国际顶尖企业，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射频解决方案。 

公司将抓住5G和国产替代发展机遇，大量投入资源，持续完善并推出新的5G射频

前端产品，大力完善并推进模组产品市场化进程，结合优化设计方案、缩短产品设计

和制造周期等方式，进一步完善公司在射频前端领域的产品布局。同时公司将依托移

动智能终端市场的经验积累，积极开拓通信基站、汽车电子等行业的射频前端应用领

域；并进一步深度拓展智能穿戴、智能家居等低功耗蓝牙微控制器产品应用领域，推

出贴近客户需求的差异化产品。与此同时，为了在射频前端芯片和物联网领域保持持

续增长动力，实现技术的与时俱进，未来公司将继续加大对先进工艺的研发投入，开

发出一系列高性能高可靠性产品，加强自主创新的研发能力。通过积累先进技术，确

保技术创新成果化，进一步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推动公司战略目标的快速实现。 

（五） 公司现有股本规模和股价情况 

公司于2019年6月18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的总股本为10,000万股，截至目

前公司总股本为10,000万股，除此之外未有其他任何形式的股本增加。上市后公司经

营业绩持续稳健增长，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资本公积金

余额为897,985,043.03元，转增后资本公积依然充足。 

截至2020年4月28日，公司股本为10,000万股，在沪深两市3832家上市公司中处于

第3666位（统计信息数据来源：wind资讯），股本规模相对较小；该日公司收盘价为

571.79元，目前公司股价相对较高，股本总数又相对较低，对公司股票的流动性有一

定影响。此次提议的利润分配预案，充分考虑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和合理诉



求，将有利于扩大公司股本规模，优化股本结构，增强公司股票流动性。 

（六）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牢牢把握市场机遇，近三年来公司业绩保持着较好的增长趋势，主营业务盈

利能力和盈利水平突出，主要业绩指标如下： 

单位： 元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金额 同比 金额 同比 金额 同比 

营业收入 1,512,394,554.11 169.98% 560,190,021.25 -5.32% 591,647,368.55 53.59% 

净利润 497,169,961.25 206.27% 162,332,924.20 -4.45% 169,888,388.63 101.86% 

扣非净利润 486,484,890.28 216.98% 153,473,137.10 -9.72% 170,000,278.84 46.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5,619,758.86 -58.58% 134,282,651.86 4.44% 128,568,526.65 36.04% 

每股收益（元/股） 5.6819 162.52% 2.1644 -4.45% 2.2652 94.22% 

资产总额 1,923,130,973.53 255.16% 541,490,434.67 49.17% 363,003,559.68 74.46% 

净资产 1,703,107,041.83 258.32% 475,304,885.19 53.07% 310,513,708.89 115.57% 

（注：上表中净利润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非净利润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资产为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七） 转增股本具有合理性与必要性 

公司董事会认为，此次拟转增扩张股本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

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

《公司章程》、《未来三年分红回报规划》等规定，符合公司确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股东长期回报规划，具备合理性。 

董事会综合考虑公司目前财务状况、经营业绩、总股本情况以及公司未来的发展

规划，经研究认为公司有必要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公司当前财务状况良好、盈利

能力持续且稳健，本利润分配预案在保障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更好地

兼顾了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同时通过本次转增股本，有利于增强公司股票流

动性，优化公司股本结构；也有利于广大投资者分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体现了公

司积极回报股东的原则和责任感；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和发展预期，能适应公司未来经

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提升广大投资者对公司持续发展的信心。 

三、请说明筹划此次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过程，包括利润分配方案的提议人、参

与筹划人、内部审议程序、保密情况等，并核实是否存在信息泄漏。 

公司回复： 

2020年2月26日，公司对外披露了《2019年度业绩快报》，根据初步测算数据，公

司2019年度经营业绩良好。 



2020年3月2日，公司董事长及公司管理层结合公司发展情况、经营需求和分红承

诺，初步讨论了现金分红比例、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比例等事项，并形成了初步利润

分配预案。 

2020年4月14日，公司管理层形成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将含有《关于2019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的董事会通知、监事会通知发送给董事、监事等相关人员。 

2020年4月24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报告了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相关内容，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均同意公司

拟以2019年12月31日总股本10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

民币10.0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8股。公司独立董事针

对此次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0年4月27日，在股票市场收市后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上传了《关于2019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6），该公告已于2020年4月28日对外披露。 

公司在此次利润分配预案筹划过程中，严格遵守相关信息保密制度，在内幕信息

公开披露前将该信息的知情人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并要求所有内幕知情人不得擅自以

任何形式对外泄露该预案，并应妥善保管载有内幕信息的文件。公司已向深交所报备

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情况。 

四、请向我部报送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近亲属在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披露前一个月

内买卖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的自查结果，并说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人

员自本次转增股本方案披露之日起六个月内是否存在减持计划，若是，请详细披露。 

公司回复： 

公司参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7.3.13条的要求，

已于2020年4月28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了公司2019年度报告相关事项(含本预案)的

内幕信息知情人信息。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出具的《信息披

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所有核查对象在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前

一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的限售股份将于2022年6月18日解除限售，自本次转增股本方案披

露之日起六个月内仍未到其解除限售期限。公司未获悉公司董监高人员未来6个月内减

持公司股份的意向。 

五、公司上市以来的股价涨幅相对创业板综指偏离度较大，请进一步核实公司及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事项，并结合公司所处行业、客户及产

品销售变化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股价走势等说明公司基本面是否存在重大变化、公

司股价涨幅明显偏离大盘的具体原因，并提示相关风险。 

公司回复： 

（一） 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事项 

经公司董事会自查，并向实际控制人确认，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事项。 

（二） 公司所处行业、客户及产品销售变化情况 

1、国产替代、5G发展赋能集成电路设计行业的快速发展 

中美贸易摩擦推动国产替代进程加速。国内集成电路行业在需求的驱动下持续扩

张，集成电路是我国最大额的进口商品，中美贸易摩擦大大地推进了集成电路产业链

的国产化进程及国产化水平,为国内集成电路设计行业的快速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加

速实现技术升级与创新成果化，芯片国产替代的发展将势不可挡。 

5G创造了新的发展趋势，射频前端市场增长空间广阔。5G具备高速率、低时延、

大带宽等多种特性，5G的建设引发了智能移动终端、通信基站、智能物联等应用场景

的快速发展。随着5G通信支持频段数量的增多，单个移动终端射频前端的需求数量和

价值量迎来显著增长，5G将带动新一轮的换机潮，射频前端市场增长空间广阔。 

2、公司客户结构进一步优化 

2019年度，公司着力优化客户结构，在保持服务原有客户的同时，继续开拓潜在

客户。公司通过华为供应链管理部门对公司业务资质、技术能力、产品性能、研发管

理与质量体系、成本竞争力、交付能力等一系列综合考核成为华为合格供应商，并向

华为提供射频低噪声放大器和射频开关等产品。目前公司已成为射频前端细分领域国

产芯片的领先企业，公司的射频前端芯片主要应用于三星、华为、小米、vivo、OPPO

等移动智能终端厂商的产品。 

3、公司近两年产品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元 

产品名称 2019年 2018年 同比增减 

射频开关 1,207,788,174.22 460,854,347.93 162.08% 

射频低噪声放大器 255,184,959.50 84,350,746.23 202.53% 

其他 49,421,420.39 14,984,927.09 229.81% 

合计 1,512,394,554.11 560,190,021.25 169.98% 



公司销售的主要产品类别为射频开关、射频低噪声放大器产品。2019年度，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1,512,394,554.11元，较2018年增长169.98%。 

（三） 同行业上市公司股价走势 

在A股上市公司中，汇顶科技、圣邦股份、韦尔股份、兆易创新和卓胜微属于同一

行业或相同类型公司，具有一定可比性。 

2019年6月18日、2019年12月31日及2020年4月28日，汇顶科技、圣邦股份、韦尔

股份、兆易创新与卓胜微股价的波动情况如下： 

项目 

2019/6/18 

收盘价/收

盘指数 

2019/12/31 

收盘价/收

盘指数 

2020/4/28 

收盘价/收

盘指数 

2019/6/18 至

2019/12/31

累计涨幅 

2019/6/18 至

2020/4/28 累

计涨幅 

2019/12/31

至 2020/4/28

累计涨幅 

汇顶科技 112.19 206.30 250.89 83.88% 123.63% 21.61% 

圣邦股份 72.78 252.48 292.01 246.91% 301.22% 15.66% 

韦尔股份 44.97 143.40 176.68 218.88% 292.88% 23.21% 

兆易创新 76.27 204.89 259.30 168.64% 239.98% 26.56% 

可比公司平均 / / / 148.37% 239.43% 21.76% 

卓胜微 49.82 410.37 571.79 723.71% 1047.71% 39.34%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网） 

（四） 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专注于射频集成电路领域的研究、开发与销售，主要向市场提供

射频开关、射频低噪声放大器、射频滤波器等射频前端分立器件及各类模组的应用解

决方案，同时公司还对外提供低功耗蓝牙微控制器芯片。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积

极开发新产品，公司经营业绩逐年稳步增长，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公司的主要经营

模式包括研发模式、生产和采购模式及销售模式等也未发生重大变化。具体详情公司

已在2019年度报告中披露。截止目前，公司基本面不存在重大变化。 

（五） 公司股价涨幅明显偏离大盘的具体原因 

（1）集成电路作为信息产业的基础和核心组成部分，是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全局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产业。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针对集成电路行业的法

律法规和产业政策，规范了行业发展秩序，推动了该行业的发展壮大。公司所属的集

成电路设计行业处于集成电路产业链的最前端，实现了快速和稳定的发展。据中国半

导体行业协会统计，2019 年中国集成电路设计行业销售额为 3,063.5 亿元，同比增长

21.6%。2009年至 2019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27.49%。 

（2）公司牢牢把握市场机遇，近几年业绩保持高速增长。2016 年至 2019 年度，

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38,521 万元、59,165 万元、56,019 万元及 151,239 万元,其中



2019 年度同比增长 169.98%；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8,416 万元、

16,989万元、16,233万元及 49,717万元，其中 2019年同比增长 206.27%。 

公司近三年财务状态良好，营业收入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59.88%、净利润的年均

复合增长率为 71.07%，扣非后净利润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69.16%，每股收益的年均复

合增长率为 58.38%。公司具备稳健且持续的盈利能力。 

（3）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8 日上市，属于次新股。2019 年 7月 3 日为公司上市首

次连续涨停后的开板日，以当日收盘价 143.97 元计算，2019 年 7 月 3 日至 2020 年 4

月 28 日涨幅为 297.16%，同行业上市公司股价涨幅情况可参考“（三）同行业上市公

司股价走势”，由此可见公司股价涨幅情况与其他同行业上市公司增长情况基本一致。 

综上所述，结合集成电路行业发展、公司近年的业绩及公司开板后股价涨幅情况

分析，公司股价明显偏离大盘的可能原因主要有行业发展迅速、公司业绩高速增长、

次新股成长性好等。 

（六）风险提示 

经查询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网站，截至2020年4月28日，本公司滚动市盈率为

157.41倍，公司所属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行业滚动市盈率为

40.98倍，本公司滚动市盈率明显高于行业平均值。 

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在《2019年年度报告》

及《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决策，理性投资。有关公司风险

因素的全部内容见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2019年年度报告之“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及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之“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六、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公司回复： 

经核查，公司目前不存在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公司自上市以来严格按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此回函。 

 

 



 

江苏卓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