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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前言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度社会责任

报告是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报告>编制指引》等相关规

定，结合公司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具体情况编制。本报告本着真实、客观、透

明的原则，系统的总结和反映了公司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实践，旨在真实反映

公司 2020 年履行社会责任的状况，以促进公司全面健康发展。 

本报告为公司第七次向社会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报告范围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二、公司概况 

公司前身晶方半导体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系经苏州工业园区经济贸易发展

局苏园经登字【2005】125 号文批准，于 2005 年 6 月在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登记注册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2010 年 6 月，经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苏园管复部委资审【2010】107

号文批准，由晶方半导体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

并在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登记。 

2014 年 1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证监许可【2014】50 号文

核准，公司于 2014 年 2 月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2020 年 4 月，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229,679,45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 元（含税），每股派送红股 0.2 股，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股转增 0.2 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2,967,945.5 元，派送红股 45,935,891

股，转增 45,935,891 股，分配后总股本为 321,551,237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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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514 号）。截至 2020 年

12 月 28 日止，公司共计募集货币资金人民币 1,028,999,666.41 元。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发行新

增股份 17,793,527 股的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 

公司专注于集成电路先进封装技术服务，为全球最大的新型传感器先进封装

技术的开发商和提供商，拥有全球完整的 8 英寸和 12 英寸晶圆级芯片尺寸封装

量能力，具备领先的从晶圆级到芯片级封装的一站式综合封装服务能力，拥有全

球化的研发、制造及知识产权布局。累计封装了 100 多亿颗各类传感器，包括影

像传感芯片、指纹识别芯片、微机电系统芯片、医疗电子芯片等，广泛应用于手

机、电脑、身份识别、安防、医疗电子、汽车电子等诸多领域。目前公司共有控

股子公司 1 家，参股公司 2 家，参与设立基金 1 家。 

 

三、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一）保护股东和投资者合法权益 

公司始终将全体股东权益保护作为经营管理的重要内容，把实现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经营的重要目标。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规范运作。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与管理层

之间各司其职、相互制衡、协调运转。公司三会的召开、召集及审议决策程序合

法有效，各位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勤勉尽责，充分发挥自身专业知识和

商业经验，积极参与公司的各项经营决策的讨论分析，认真审议会议议案，审慎

发表意见，并实时关注公司经营管理状况，保证了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有序进

行，切实维护了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1、规范运作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监事会议事规则》召开会议，保证会议召开及审议、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确保

股东大会依法行使职权。 

2020 年，公司召开 2 次股东大会、6 次董事会、5 次监事会，审议了 2020

年度内发生的重大事项，包括财务报告、关联交易、利润分配、购买理财、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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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等，保证了公司三会的规范运作与治理水平。公司 2020 年召开的股东大会采

用现场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议案表决，并就与中小股东利益密切相关的议案

采用中小股东单独计票方式，保护中小股东权益，进一步保障了所有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对于公司决策事项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表决权。 

2020 年 4 月 13 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络平台与中小投资者就公司业绩情况及非公开发

行项目等重大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和交流。 

2020 年度，公司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开展非公开项目路演，向不同类

型的投资人介绍了公司的发展情况、行业发展状况、公司产品应用领域及技术创

新战略等，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和交流，赢得了投资者的支持与关注。 

2、注重股东收益回报 

《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了较为稳定、合理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董事会根

据公司年度经营业绩制定利润分配方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20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以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29,679,455 股为基

数，向全体登记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人民币（含税），实际分配现

金利润为 22,967,945.5 元人民币，占本年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21.21%。

同时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 2 股，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 股，共计送、转股 91,871,782 股，并已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实施完毕。 

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关于

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以公司目前总股本 339,344,764 股为基数

（最终以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登记的股份数为准，在本分配预案实施前，公司总

股本由于股份回购、发行新股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每股分配将按比例不变的原

则相应调整），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2.35 元（含税），实际分

配现金利润为 79,746,019.54 元人民币，占本年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20.90%。同时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 1 股，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转增 1 股，共计送、转股 67,868,952 股，送转股后公司总股本为

407,213,716 股。上述议案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积极持续的现金分红与股利分配切实保障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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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收益权与投资回报。 

分红 

年度 

每10股送

红股数

（股） 

每 10 股

派息数

(元)（含

税） 

每10股转

增数（股） 

现金分红的

数额(元) 

（含税） 

分红年度合并

报表中归属于

上市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

润(元) 

占合并报表

中归属于上

市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

利润的比率

(%) 

2020 年 1 2.35 1 79,746,019.54 381,616,747.13 20.90 

2019 年 2 1.00 2 22,967,945.5 108,304,952.46 21.21 

2018 年 0 0.7 0 16,393,436.85 71,124,803.74 23.05 

3、内幕信息的管理  

公司严格按照《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建立了内幕信息知情人档 

案，严格履行内幕信息登记、报备程序，保证了内幕信息登记管理工作的有序开 

展。近年来，公司内幕信息管控有效，没有出现违规事项。 

4、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和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

度》等相关规定，持续完善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机制，优化信息披露管理流程，提

升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公司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就有关事项及时与监管部

门进行沟通，保证信息披露的及时、准确、完整。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发布 4 份定期报告和临时公告文件 57 篇，充分披露了可能对公司股

票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各类重大信息。公司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公平，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等任何违反信息披露相关规定

的情形，提高了公司的透明度，保障了投资者的知情权。在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过

程中，未发生实行差别对待，或有选择地向特定对象披露、透露、泄露非公开信

息的情况，使广大投资者公平享有知情权。公司指定《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为信息披露媒体。 

5、积极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2020 年，公司依据监管要求和业务发展需要组织了多种形式的投资者交流

活动，公司通过日常沟通、网络平台等多种渠道，进一步加强了与投资者的交流

互动。公司采取接听电话、接待投资者来访、外部网站、微信公众号、e 互动平

台等多种形式加强与投资者的交流与沟通，回答投资者的问询，听取投资者的建

议和意见，并认真做好投资者来访调研接待工作，使公司股东及潜在投资者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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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地了解公司整体运营情况。 

（二）积极维护员工权益 

公司重视员工权益，在企业发展中关注员工成长，关心员工生活，建立完善

的薪酬体系与职业发展通道，搭建多元化学习平台，倡导人文关怀，丰富职业文

体生活，切实保障员工权益，为员工的职业生涯创造良好的发展空间。 

1、切实维护员工合法权益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员工的辛勤付出。公司始终重视员工价值的重要性，把

为员工提供平台作为企业使命，通过多种措施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促使员工认

同公司的企业文化，以成为晶方人而自豪。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结合市场薪酬状况及公司实际情况，建立和完善岗位用

人标准和薪酬体系。并根据职能部门的不同，制定不同的绩效考核办法，以激发

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公司工会紧紧围绕企业中心任务，充分发挥工会组织作用，积极履行工会职

能，团结员工迎难而上，奋力拼搏。2020 年，工会组织篮球赛、足球赛、气排

球赛等多项竞技比赛以及美食节、幸福田苑、家庭日烧烤等活动，为员工投身公

司的生产经营提供了动力，实现了企业与员工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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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员工提供充分的社会保障 

公司为员工免费提供宿舍、足额缴纳“五险一金”，建立并认真执行员工带

薪年休假制度，根据国家规定充分保障女性员工在怀孕、生产、哺乳期间所享有

的待遇。公司为吸引和留住人才，改善宿舍楼住宅环境、优化调整班车路线，不

定期地组织活动丰富业余生活，使员工尽快融入公司大家庭。每年评选优秀员工、

优秀班组及优秀宿舍等奖项，并给予表彰及奖品；每年组织全体员工进行体检，

以确保员工的身心健康。 

 

2020 年春节期间，行政部和各部门共同努力，全面做好春节上班员工闭环

管理，返苏员工隔离等所需的一系列生活后勤保障。在疫情期间积极和员工沟通

做到最大可能帮助员工回苏返岗，共安排了 160 位员工住酒店或宿舍隔离观察，

期间在生活上给予照顾，送餐 3552 份，保障了产线的人力需求。疫情期间共派

发了 4320 份食品至一线员工，解决了用餐的后顾之忧。另外，在公共区域定期

消杀，对身体不适的宿舍员工隔离观察，认真执行对外来人员和返苏员工防控措

施。 

3、为员工职业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公司高度重视员工职业发展，通过业务培训等方式，从业务技能、专业知识、

精益管理等多方面加强员工培训，更新观念、转变态度、学习技能，不断提升员

工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为员工职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公司为员工设计和规划了管理和专业技术两个发展通道，让员工在发展上不

受局限；公司还设立了内部招聘通道，使具备相应能力的员工可以争取更好的职

业发展。 

4、关注员工生活，营造和谐企业文化 



7 

 

2020 年，在行业形势与市场竞争日趋严峻，公司经营面临的挑战日趋激烈

的情况下，公司尽最大努力继续做好各项工作：年终奖金，员工健康体检，协调

班车路线方便员工上下班，加强对员工的慰问关怀，注重员工诉求，让员工从内

心感到温暖，增强认同感。对员工宿舍、办公及厂区环境进行维修维护，为专门

划设的小车、摩托车、电动车停车位加装防雨棚，解决了员工停车不方便问题，

公司办公、生产、生活环境持续优化改善，“花园式”厂区提升了公司形象，进

一步增强了员工的凝聚力和归属感。  

公司召开总结表彰会及文艺演出活动，组织员工徒步，举办迎新美食节。工

会带领足球队、篮球队参加园区、市级比赛，在苏州市第十二届外企运动会足球

赛上，公司夺得了季军。在重大节日发放福利，在员工生日送上蛋糕及礼物，员

工生活多样、充实、丰富。 

公司定期组织的各类文体活动，深受广大员工的欢迎，员工通过文体活动、

文娱表演尽情展现自己的多才多艺、积极向上，体现了晶方人良好的精神面貌，

加强了员工之间的交流，提升公司的凝聚力。 

（三）保障客户及供应商权益 

公司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持续提升产品质量与服务，追求与客户协调发展，

不断提高客户满意度。公司与战略客户维护良好合作关系的同时，开发新的战略

客户，加强与客户沟通，确保公司健康发展，与客户建立互相信任，合作共赢的

战略联盟。优化生产方式、提升产品品质，以品质、经营、效率、生产为主线，

建立生产单位评价机制。以精益思想为指导，全面提升公司产品的质量，切实做

到在产品品质上与对手差异化，维持并提升我们的品牌效应。 

公司通过多种渠道征集客户意见，发掘和满足客户需求，为自身和社会创造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公司将客户视为长期战略合作伙伴，长期共存、精诚合作、

相互信任、共同成长。报告期内，公司不断提升产品质量，优化运作架构，提升

服务能力，做好细分市场，努力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半导体集成电路产品。特别

是在疫情期间，公司产线保持满负荷生产，保证了客户的产能需求。公司 2020

年出货量和营收规模同比实现了翻倍增长，满足了客户不断增长的业务需求，实

现了与客户、市场的共同成长。 

2020 年受疫情影响，多个大型展览会被取消，公司在上海，无锡，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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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深圳，长沙，天水等地参加了包括 CSPT，CIOE，CISES，SEMI 等在内

的多个行业内部会议和云对接会议，与客户和供应商等上下游供应链合作企业保

持信息沟通。通过这些公开交流渠道，一方面展示了公司在新的年度的发展规划

和技术前景，一方面也听取了供应链对于加强合作的期望和意愿，为建立相互信

任，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合作模式提供推动作用。 

公司一直坚持“共赢”原则，与供应商共同成长。积极构建和发展与供应商、

客户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充分尊重并保护供应商的合法利益，建立了公平、公

正的评估体系，在公平公正、充分竞争的基础上择优选择供应商，保证采购成本

和质量的控制。 

公司规范供应商管理，选择优秀的供应商作为供应链的合作伙伴，建立双方

长期的战略协作关系，公司坚持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的原则，建立统一的供应商

管理体系以及公平、公正的供应商评价体系，为供应商提供良好的竞争环境。 

（四）做好安全环保工作，推进安全生产 

公司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建设，积极实施节能降耗方案，2020 年被评为“苏

州市区非国控企业环保信用评价-蓝色企业”。员工牢固树立环保意识，严格控制

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能源耗用，抓好生产全过程，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杜绝浪费，

2020 年被评为工业企业资源集约利用综合评价 A 级企业。 

公司认真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安全生产年度总要求，以安全生产

标准化建设为抓手，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安全生产意识、开展隐患排查为

着力点，实施全年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强化系统安全，认真开展安全生产各项工

作。 

公司制定了全面的安全管理制度来保证安全管理的落实，每月组织一次安全

检查，发现隐患及时整改；生产车间每周检查一次，并将安全指标责任纳入年终

考核。 

在生产岗位的员工正式进入生产岗位前，将进行岗前安全及操作培训，经过

理论及实际操作考核合格后才能正式上岗作业。对于特种设备操作人员由公司安

排到专门培训机构进行培训，考核合格才允许上岗作业。公司还建立了重要节假

日和敏感时期的安全值班备勤制度，组织灭火实操演练、消防逃生疏散演练等活

动提高全体员工的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员工安全教育培训率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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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极为重视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成立安全委员会及 EHS 部门，建立严

格的安全生产检查制度和安全生产管理网络。在各级管理人员和各部门的努力

下，报告期内，公司无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无重大设备事故、无火灾爆炸事故、

无重大交通事故、无职业病事故，为企业顺利完成各项任务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安

全生产平台。 

（五）服务社会 

公司在保持企业发展的同时，不忘回报社会，构建良好的公共关系，在兼顾

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下，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共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2020 年，公司进一步加强税务基础管理，降低税务风险，提高全员纳税意

识，提升税务工作合法、合规性，并为支持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经济贡献。2020

年公司纳税规模增长 79.59%，公司 2020 年度纳税信用等级为 A 级。 

公司积极参与苏州工业园区统战系统 2020 年度助学帮困统一行动，按照苏

州工业园区统战部有关指示精神，积极开展助学帮困活动。公司向苏州工业园区

低保户、低保边缘困难群众中的学生家庭、统战系统生活困难人士开展帮扶工作，

并于 2020 年 12 月向苏州工业园区慈善总会捐款 2 万元人民币。 

公司积极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对口帮扶贵州工作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3】11 号），按照省、市东西部扶贫协作有关指示精神，积极开展

与松桃苗族自治县对口帮扶工作。公司向松桃苗族自治县迓驾镇晚森村开展扶贫

开发和对口帮扶工作，并于 2020 年 10 月捐款 1 万元人民币。公司将着力于当地

需求结合公司自身优势资源，逐步、有序开展扶贫工作。 

 

四、结语 

2020 年，公司在股东及投资者权益保护、员工权益保护、供应商权益、客

户权益、环境保护等方面承担了相应的社会责任，也取得一定成绩，促进了公司

与社会、环境以及相关利益群体的协调发展。 

2021 年，公司将继续完善社会责任管理，在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同时，不

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积极回报股东、保护员工的合法权益。

同时，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和生态环境保护，提高资源利用率，进一步强化社

会责任意识，健全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建设，在更多的领域更好的承担和履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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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责任，为社会、经济、环境的和谐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3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