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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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通集成 60306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丽莉   

电话 021-5108 6811 分机：8899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东路1387号

41幢 

  

电子信箱 ir@bekenco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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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5,350,291.39 536,962,834.82 135.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064,931,469.80 434,397,379.27 14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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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6,078.56 56,496,023.17 -96.01 

营业收入 300,093,296.75 242,421,426.03 23.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5,012,192.84 52,785,468.59 4.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1,535,772.91 48,560,180.16 6.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71 15.68 减少7.9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8 0.51 -5.8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8 0.51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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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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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ken Corporation 境外法

人 

21.87 30,340,103 30,340,103 无   

建得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6.91 9,591,078 9,591,078 无   

亿厚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5.82 8,079,166 8,079,166 无   

耀桦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4.91 6,817,412 6,817,412 无   

上海安析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69 6,505,000 6,505,000 无   

上海英涤安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97 5,505,000 5,505,000 无   

泰丰（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3.77 5,233,167 5,233,167 无   

金杰国际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3.69 5,119,539 5,119,539 无   

上海武岳峰集成电路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2.70 3,740,896 3,740,896 无   



人 

普讯玖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 

境外法

人 

2.70 3,740,896 3,740,896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安析亚、英涤安为员工持股平台，执行事

务合伙人为艾峦特，艾峦特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控制的公司；Beken Corporation、安析亚、英涤

安为同一控制下企业。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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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需求为核心，专注自身主营业务的开拓和发

展，深入巩固在无线通信芯片相关产品领域的竞争优势。 

公司 2019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3 亿元，同比增长 23.7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0.55 亿元，同比增长 4.22%。现将 2019 年上半年公司经营情况总结报告如下： 

（1）产品迭代升级 

公司产品主要包括无线数传类和无线音频类两大类。其中，无线数传相关产品主要应用于手

机、电脑等电子设备连接、不停车收费系统信号传输、无人机远程通讯控制等领域；无线音频类

产品主要应用于无线耳机、对讲机、收音机、无线麦克风、家用音响设备等无线多媒体设备，其

中无线耳机已是无线音频产品中最流行的产品代表之一。 

芯片行业的技术发展迭代速度较快，2019 年上半年，公司发挥自身多年来在无线传输相关产

品领域的经验和优势，结合市场应用需求，持续对公司各系列产品进行升级迭代，实现产品销售

收入 3 亿元，同比增长 23.79%。 

同时，公司紧跟国家政策要求，加大对 ETC 产品的升级及备货力度，以满足政策及市场需求。

今年上半年，交通部印发《关于大力推动高速公路 ETC 发展应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大幅提升汽车

ETC 安装率水平，随着 ETC 推广力度的加大，预计公司 ETC 产品销售将大幅增长。  

（2）加大研发投入  

集成电路行业是技术密集型行业，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重视研发投入及技术创新。2019 年

上半年，公司继续保持较高的研发投入力度，公司研发费用金额 4,067.93 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



比例达到 13.56%。公司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安排研发计划，保障了创新项目的实用性，有效提高了

公司研发投入的转化率，不断提升公司的科技创新能力。 

（3）加强团队建设  

人才团队是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证。公司核心团队主要来自于国外顶尖高校和科研机构，

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丰富的无线通讯研发经验。报告期内，公司秉承企业与个人共赢发展的原

则，进一步优化人才梯度结构与专业结构，保证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同时，公司鼓励团队积

极创新，建立了完善科学的晋升制度和激励机制，提升团队工作效率及战斗力。截止报告期末，

公司总员工人数较上年期末员工人数净增加 5.34%，公司团队进一步发展壮大。 

（4）优化供应链管理 

公司采用 Fabless 业务模式，与晶圆厂、封测厂等各供应商之间保持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稳定的供应链合作关系，可在保证公司产能供应的同时，持续提升开发过程中解决问题的效率和

新产品功能的扩展性。2019 年上半年，公司进一步优化供应链结构，与中芯国际、华虹宏力、长

电科技等供应商保持紧密合作，为公司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提供了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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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自 2019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按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列报金融工具相

关信息，本期期初与上期期末数一致，无调整情况，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经营成果及财务

状况无影响。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一届第六次监事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月 30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博通集成电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06。 

本公司报告期内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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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