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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以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的合并报表为基础编制，合并范围包括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

股份有限公司、思瑞浦微电子科技（香港）有限公司、成都思瑞浦微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和屹世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0 年度的财务报

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认为公司财务报表在所

有重大方面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20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一、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财务数据 2020 年 2019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566,488,517.74 303,575,905.57 86.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3,792,135.90 70,980,244.01 158.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7,396,557.38 65,428,547.98 155.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6,399,944.06 -5,317,129.94 不适用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

期末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73,757,155.90 218,983,263.06 1,075.32 

总资产 2,664,233,860.30 285,939,179.19 831.75 

 

2、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财务指标 2020 年 2019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83 1.67 69.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83 1.67 69.4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2.58 1.54 6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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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37 52.52 减少 31.15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9.47 48.42 减少 28.95 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21.63 24.19 减少 2.56 个百分点 

二、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况 

1、财务状况及变动情况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本期期末

金额较上

期期末变

动比例

（%） 

情况

说明 

货币资金 1,499,654,483.83 56.29 103,512,628.51 36.20 1,348.76 (1) 

交易性金

融资产 
958,977,928.22 35.99 - - 不适用 (2) 

应收账款 75,724,322.05 2.84 99,795,929.11 34.90 -24.12 (3) 

预付款项 22,689,743.12 0.85 10,261,651.18 3.59 121.11 (4) 

存货 71,069,380.92 2.67 50,217,815.02 17.56 41.52 (5) 

长期应收

款 
1,582,415.75 0.06 1,183,792.35 0.41 33.67 (6) 

固定资产 19,437,047.17 0.73 7,129,687.93 2.49 172.62 (7) 

无形资产 4,699,942.97 0.18 7,253,274.65 2.54 -35.20 (8) 

递延所得

税资产 
3,432,118.59 0.13 2,466,755.71 0.86 39.13 (9) 

其他非流

动资产 
4,766,901.75 0.18 - - 不适用 (10) 

应付账款 28,410,751.56 1.07 31,582,909.75 11.05 -10.04 (11) 

预收款项 不适用 不适用 328,289.96 0.11 -100.00 (12) 

合同负债 923,868.19 0.0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3) 

应付职工

薪酬 
27,964,840.77 1.05 15,925,906.26 5.57 75.59 (14) 

应交税费 13,857,350.07 0.52 5,469,267.75 1.91 153.37 (15) 

其他应付

款 
2,879,294.33 0.11 1,488,835.18 0.52 93.39 (16) 

其他流动

负债 
4,530,115.71 0.17 2,657,638.47 0.93 70.46 (17) 

长期应付

款 
2,417,327.55 0.09 4,694,118.51 1.64 -48.50 (18) 

递延收益 4,908,122.66 0.18 - - 不适用 (19) 

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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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货币资金本期期末金额较上期期末大幅增加，主要系公司于三季度完成首次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到账所致； 

(2) 交易性金融资产本期期末金额为公司购买结构性存款尚未到期的部分； 

(3) 应收账款本期期末金额较上期期末减少，主要系应收款项收回所致； 

(4) 预付款项本期期末金额较上期期末增加，主要系期末原材料采购支付的预付款增加所

致； 

(5) 存货本期期末金额较上期期末增加，主要系报告期需求量增长，导致储备的原材料和

委托加工物资增加； 

(6) 长期应收款本期期末金额较上期期末增加，系押金增加所致； 

(7) 固定资产本期期末金额较上期期末增加，主要系研发设备投入增加所致； 

(8) 无形资产本期期末金额较上期期末增加，系报告期软件摊销减少账面价值所致； 

(9) 递延所得税资产本期期末金额较上期期末增加，主要系子公司累计亏损增加所致； 

(10)其他非流动资产本期期末金额为预付电子设备采购款； 

(11)应付账款本期期末金额较上期期末减少，主要系期末应付采购款余额减少所致； 

(12)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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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本期期末，预收客户款项根据新收入准则计入合同负债； 

(14)应付职工薪酬，本期期末金额较上期期末增加，主要系员工人数增加所致； 

(15)应交税费本期期末金额较上期期末增加，主要系境内销售增长导致应交增值税余额增

加，以及员工人数增加导致应交个税余额增加； 

(16)其他应付款本期期末金额较上期期末增加，主要系应付专业机构服务费及应付日常运

营费增长所致； 

(17)其他流动负债本期期末金额较上期期末增加，主要系随着销售收入增加，期末计提的

应付退货款增加； 

(18) 长期应付款本期期末金额较上期期末增加，主要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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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 

(19)递延收益本期期末金额为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 

 

2、经营成果及变动情况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566,488,517.74 303,575,905.57 86.61 

主要系 2020 年度主营业务保

持快速发展，信号链产品收

入大幅增长，电源产品收入

稳步提升 

营业成本 219,642,381.40 123,226,400.40 78.24 
主要系产品结构变动及销量

增长所致 

销售费用 23,234,430.75 17,777,721.96 30.69 
主要系销售人员薪酬及股份

支付费用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33,917,774.20 19,152,590.16 77.09 
主要系管理人员、人力成本

及上市相关费用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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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费用 122,542,092.02 73,421,898.64 66.90 

主要系公司本期持续加大研

发投入，研发人员增加，职

工薪酬和股份支付大幅上升 

财务费用 -786,060.05 204,991.89 -483.46 
主要系存款产生的活期利息

收入所致 

净利润 183,792,135.90 70,980,244.01 158.93 
主要系 2020 年度营业收入大

幅上升 

 

3、现金流量及变动情况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26,399,944.06 -5,317,129.94 不适用 
主要系销售商品收到的

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68,707,906.51 -8,010,603.15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利用

自有资金及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购买理财产

品，以及购置设备所致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138,750,949.41 71,277,477.08 2,900.60 

主要系公司于本期三季

度完成首次公开发行募

集资金到账所致 

 

特此报告。 

 

 

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