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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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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 ZHIXU ZHOU、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文霄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文

霄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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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4,933,265.37 285,939,179.19 81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48,056,198.29 218,983,263.06 1,063.5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4,764,069.88 -16,241,564.67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

增减 

（%） 

营业收入 455,013,362.93 185,594,340.43 145.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2,812,079.70 42,264,386.47 285.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0,126,773.93 38,146,969.63 319.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41 37.54 增加 14.87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71 1.15 135.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71 1.15 135.65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19.33 26.48 减少 7.15个

百分点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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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报告期末，本公司总资产较报告期初增长 814.51%，主要系公司于第三季度完成首次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到账,以及公司持续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带来的应收账款,存货和固定资产余额增加。 

2、 报告期末，本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较报告期初增长 1,063.58%，主要系公司于第

三季度完成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账，以及经营利润增加所致。 

3、 今年前三季度，本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现金净流入 15,476.41万元，上年同期经营活动产生现金

净流入-1,624.16万元，主要得益于报告期销售收入上升且销售回款增加，使得公司销售商品

收到的现金大幅增加。 

4、 今年前三季度，本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5,501.3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45.17%，主要系随着

老产品的进一步市场推广和新产品在市场上的投放，公司信号链模拟芯片中的线性产品和转换

器产品收入大幅上升以及电源管理模拟芯片的收入也稳步上升。 

5、 今年前三季度，本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285.22%和 319.76%，主要得益于公司销售收入增加。 

6、 今年前三季度，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较上年同期减少 7.15 个百分点。其中研发费用本

期 8,794.10 万元，上年同期 4,915.34 万元，本期较上年同期增长 78.91%，主要系本期公司

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研发技术人员增加，职工薪酬、股份支付、耗用的原材料和折旧摊销费用

大幅上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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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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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000.00 1,259,09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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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047.13 1,525,834.8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

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9.4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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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63,296.71 -99,571.82  

合计 1,121,750.42 2,685,30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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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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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华芯创业投资

企业 
14,841,594 18.55 14,841,594 0 无 0 其他 

ZHIXU ZHOU 6,703,790 8.38 6,703,790 0 无 0 

境外

自然

人 

苏州工业园区金樱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6,658,196 8.32 6,658,196 0 无 0 其他 

FENG YING 6,322,390 7.90 6,322,390 0 无 0 

境外

自然

人 

苏州棣萼芯泽投资

管理企业（有限合

伙） 

5,086,680 6.36 5,086,680 0 无 0 其他 

哈勃科技投资有限

公司 
4,799,999 6.00 4,799,999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苏州安固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4,244,891 5.31 4,244,891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银河创新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655,305 3.32 0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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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临芯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嘉兴君

齐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969,027 2.46 1,969,027 0 无 0 其他 

华芯原创（青岛）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润广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804,739 2.26 1,804,739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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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河创新

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55,305 人民币普通股 2,655,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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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9,900 人民币普通股 1,369,9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家

自主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88,536 人民币普通股 688,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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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000 人民币普通股 512,000 

潘宇红 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 

秦怡 227,780 人民币普通股 227,78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

科创板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227,439 人民币普通股 227,439 

余健 225,938 人民币普通股 225,93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投摩根

科技前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97,562 人民币普通股 197,562 

钭耀琦 194,117 人民币普通股 19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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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公司股东华芯创业投资企业与华芯原创（青岛）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合肥润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联关

系说明： 

合肥润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为华芯原创（青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由香港萨卡里亚责

任有限公司100%持有。香港萨卡里亚责任有限公司的唯一股

东LIP-BU TAN 亦是公司股东华芯创业投资企业的负责人。华

芯创业投资企业与华芯原创（青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

肥润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构成关联方。 

2、根据公司股东上海华芯创业投资企业、ZHIXU ZHOU、苏州

工业园区金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FENG YING、苏州

棣萼芯泽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安固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等出具的《关于不存在一致行动等相关事项的声明与

承诺》，上述各方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关系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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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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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情况 说明 

货币资金 565,107,929.85 103,512,628.51 445.93% 
主要系公司完成首次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到账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1,822,281,898.64 -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预付款项 5,498,636.59 10,261,651.18 -46.42% 
主要系本期末采购原材料支

付的预付款减少所致。 

其他应收款 4,927,558.19 719,693.50 584.67% 
主要系本期末应收出口退税

余额增加所致。 

存货 65,343,112.54 50,217,815.02 30.12% 
主要系本期业务增长，备货

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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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流动资产 4,803,154.01 790,354.53 507.72% 
主要系留抵增值税增加所

致。 

长期应收款 1,582,415.75 1,183,792.35 33.67% 
主要系本期新增房租押金所

致。 

固定资产 18,261,774.11 7,129,687.93 156.14% 
主要系本期研发设备投资增

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193,745.13 -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内设备采购支付

的预付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 328,289.96 -100.00% 

本期末预收客户款项根据新

收入准则计入合同负债，上

期末比较数无需调整。 

合同负债 949,311.20 - 不适用 

本期末预收客户款项根据新

收入准则计入合同负债，上

期末比较数无需调整。 

应交税费 1,811,590.73 5,469,267.75 -66.88% 

主要系本期母公司享受企业

所得税免税政策导致应交企

业所得税余额减少。 

其他应付款 11,603,833.37 1,488,835.18 679.39% 
主要系本期公开发行信息披

露费增加所致。 

长期应付款 2,388,847.54 4,694,118.51 -49.11% 

主要系本期末长期应付软件

使用权费余额重分类至一年

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实收资本 

（或股本） 
80,000,000.00 60,000,000.00 33.33% 

主要系本期公开发行股票，

股本增加所致。 

资本公积 2,226,776,815.94 80,441,621.30 2,668.19% 
主要系本期公开发行股票，

股本溢价所致。 

未分配利润 233,050,733.82 70,238,654.12 231.80% 
主要系本期净利润增加所

致。 

利润表项目 
2020年前三季度 

（1-9月） 

2019年前三季度 

（1-9月） 
变动情况 说明 

营业收入 455,013,362.93 185,594,340.43 145.17% 

主要系公司信号链模拟芯片

中的线性产品和转换器产品

的收入大幅上升以及电源管

理模拟芯片的收入也稳步上

升所致。 

营业成本 166,049,622.06 73,836,003.71 124.89% 
主要系本期销售规模扩大，

成本相应增加所致。 

税金及附加 3,069,845.20 884,992.68 246.88% 
主要系本期销售规模扩大，

税金附加相应增加。 

管理费用 23,560,900.85 12,817,611.55 83.82% 

主要系本期管理人员、人力

成本及上市相关费用增加所

致。 

研发费用 87,940,971.42 49,153,446.56 78.91% 主要系本期公司持续加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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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投入，研发技术人员增加，

职工薪酬、股份支付、耗用

的原材料和折旧摊销费用大

幅上升所致。 

财务费用 -351,970.01 -1,003,167.62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较上期汇率变动

所致。 

其他收益 1,259,092.23 3,526,971.66 -64.30%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减少所

致。 

投资收益 1,243,936.16 334,695.89 271.66% 
系本期理财利息收入增加所

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281,898.64 852,170.85 -66.92% 

系本期计提的未赎回银行理

财产品的利息收入减少所

致。 

信用减值收益 30,030.16 408.23 7,256.19% 
主要系坏账准备余额转回所

致。 

营业外收入 - 133,261.34 -100.00% 
系本期无营业外收入发生所

致。 

其他综合收益 -74,339.11 165,692.16 -144.87% 
系本期较上期外币报表折算

差异变动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0年前三季度 

（1-9月） 

2019年前三季度 

（1-9月） 
变动情况 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54,764,069.88 -16,241,564.67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上升且

销售回款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840,994,575.53 -77,927,607.81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理财投资以及设

备投资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147,400,382.62 72,000,000.00 2,882.50% 

主要系本期完成首次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到账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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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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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ZHIXU ZHOU 

日期 2020年 10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