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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1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2  公司负责人尹志尧、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伟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伟

文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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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0,302,537.20 4,774,054,304.04 9.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777,400,456.07 3,751,076,960.24 0.7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8,652,463.03 -228,786,493.43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412,585,985.95 376,288,946.91 9.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224,930.68 13,840,957.35 89.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193,811.95 8,129,953.32 -176.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0% 0.65% 增加 0.05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3 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3 66.67%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17.52% 18.00% 减少 0.48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

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5,718,292.24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1,990,39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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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492,903.2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65,654.1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  

所得税影响额 -5,517,197.48  

合计 32,418,742.63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1,38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包含转融通

借出股份的

限售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东性

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96,383,533 18.02 96,383,533 96,383,533 无 0 

国有法

人 

巽鑫（上海）投资有

限公司 
93,337,887 17.45 93,337,887 93,337,887 无 0 

国有法

人 

南昌智微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0,644,454 5.73 30,644,454 30,644,454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置都（上海）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26,383,986 4.93 26,383,986 26,383,986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未

确认持有人证券专用

账户 

24,821,537 4.64 24,821,537 24,821,537 无 0 其他 

嘉兴悦橙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2,565,991 4.22 22,565,991 22,565,991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国开创新资本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19,691,183 3.68 19,691,183 19,691,183 无 0 

国有法

人 

PRIMROSE 

CAPITAL    

LIMITED 

19,598,224 3.66 19,598,224 19,598,224 无 0 
境外法

人 

嘉兴创橙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3,184,004 2.46 13,184,004 13,184,004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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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和谐锦弘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2,796,240 2.39 12,796,240 12,796,24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家行业

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51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15,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诺安

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498,635 人民币普通股 1,498,63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诺安

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02,324 人民币普通股 1,202,324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赵建平 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家经济

新动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00,336 人民币普通股 800,33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达

澳银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587,043 人民币普通股 587,04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诺安和鑫

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94,398 人民币普通股 494,39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联安优

选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1,899 人民币普通股 461,899 

孙玉香 456,569 人民币普通股 456,56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未知上述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

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注：截至本报告期末，境外法人股东尚未完成股东账户开立，所持股份全部登记在中微半导体设

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未确认持有人证券专用账户中，包含具体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东性质 

Advanced 

Micro-Fabrication 

Equipment Inc. Asia 

24,821,537 4.64% 24,821,537 无 境外法人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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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 资产负债表主要科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2020年0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变动主要原因 

应收票据  126,766,045.44   79,202,578.94  60.05% 本期收到客户为

支付货款而待承

兑的票据 

应收账款  426,267,721.88   287,227,747.19  48.41% 营业收入增长导

致应收账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10,436,059.62   5,890,325.08  77.17% 本期新增海关押

金 

在建工程  10,710,823.73   7,567,294.96  41.54% 本期新增改扩建

项目 

应付账款  288,771,592.07   221,679,872.59  30.27% 本期根据订单情

况采购原材料 

预收款项  -   517,498,868.04  -100% 根据新收入准

则，预收款项重

分类至合同负债 

合同负债 728,603,721.73 - 不适用 根据新收入准

则，预收款项重

分类至合同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45,370,789.93   86,079,601.37  -47.29% 本期支付了员工

2019年度的奖金 

应交税费  35,315,712.80   6,010,415.65  487.58% 本期应交增值税

增加 

递延收益 241,317,229.70    88,836,145.60  171.64% 本期收到政府补

助 

 

（2）利润表主要科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2020 年一季度

（1-3 月） 

2019 年一季度

（1-3 月） 

变动比例 变动主要原因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6,224,930.68 13,840,957.35 89.47% 本期营业收入增长，计

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

助增加，以及银行理财

产品利息收入增加 

非经常性损益 32,418,742.63 5,711,004.03 467.65% 本期计入当期损益的

政府补助增加，以及银

行理财产品利息收入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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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6,193,811.95 8,129,953.32 -176.19% 本期营业收入增长，但

同时本期研发投入和

研发费用增加 

研发费用 43,421,352.80 32,868,379.14 32.11% 本期研发投入增加 

财务费用 -6,598,919.77 1,770,859.22 -472.64% 本期利息收入和汇兑

收益增加 

其他收益 4,808,902.23 573,490.00 738.53% 本期收到政府补助 

投资收益 7,395,594.31 -86,045.75 不适用 银行理财产品利息收

入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 -4,447,591.56 -438,095.93 915.21% 本期应收账款金额增

加，而上年同期应收账

款金额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798,581.01 -3,563,004.00 -77.59% 本期计提的存货拨备

金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所得税费用 6,035,343.74 9,249,698.73 -34.75% 本期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增加等因素导致本

期所得税费用减少 

 

（3）现金流量表主要科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2020 年一季度

（1-3 月） 

2019 年一季度

（1-3 月） 

变动比

例 

变动主要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48,652,463.03 -228,786,493.43 不适用 本期收到政府补助的金额

较上年同期增加，以及本期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4,592,085.05 -121,807,379.20 不适用 本期银行理财产品到期赎

回，上年同期为购买银行理

财产品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 -719,952.02 -100% 上年同期支付利息费用72

万元,本期无相关支出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重要事项 披露日期 查询索引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

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实施进展 

2020年3月19日 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2020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2020年股票增值权

激励计划(草案)》、《2020年限制性股票,

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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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

单》等公告 

2020年4月16日 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2020年4月22日 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2020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等公告 

公司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

签署《合作意向协议书》 

2020年2月13日 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拟签署合作

意向协议书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拟设立投资性全资子公司 2020年3月19日 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第一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GERALD ZHEYAO YIN（尹志尧） 

日期 2020年 4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