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1 / 9 

 

公司代码：688536                                                    公司简称：思瑞浦 

 

 

 

 

 

 

 

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2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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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6,628,500.57 2,664,233,860.30 3.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634,009,027.66 2,573,757,155.90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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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51,432.43 42,722,683.86 -30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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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135,475.30 127,669,621.58 30.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1,136,840.66 43,063,032.68 -27.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8,940,527.70 42,799,565.31 -55.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20 17.70 减少 16.50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9 0.72 -45.8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9 0.72 -45.83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 
33.52 19.60 增加 13.92 个百分点 

 

（1）一季度经营情况简要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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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713.55 万元，同比增长 30.91%。其中，信号链芯片实现收

入 14,851.91 万元，同比增长 18.63%；电源模拟芯片实现收入 1,861.64 万元，同比增长 652.44%，

主要系报告期内多种电源管理产品逐步实现量产，使得电源产品收入有较大幅度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113.68 万元，同比下降 27.69%，主要

原因是本期股份支付费用大幅增加。本期股份支付费用为 2,911.27 万元，系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实施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公告编号：2020-008、2020-016 等）所致，上年同期股份

支付费用为 549.24 万元，同比增加 2,362.03 万元，增幅达 430.06%。 

报告期内，公司综合毛利率为 58.14%，较 2020 年度下降 3.09 个百分点。信号链芯片产品毛

利率为 60.12%，较 2020 年度下降 2.38 个百分点，主要系下游相关应用领域产品种类需求波动，

报告期出售的产品结构变化所致；电源管理产品毛利率为 42.37%，较 2020 年度提高 13.13 个百

分点，主要系部分高性能电源产品开始放量，以及报告期内产能紧张情况相对缓解使成本有所下

降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业务拓展，在泛工业、光通讯、绿色能源、汽车电子等多个应用领

域实现新的突破。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客户百余家，如 Vertiv（维谛技术有限公司）、苏州旭创

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儒竞智控技术有限公司（儒竞艾默生）、荣耀终端有限公司、宁波三星医疗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相关客户合作规模逐步提升，如奥克斯空调股份有限公司、Delta（台达电

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及惠州华阳通用电子有限公司等。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达 5,602.23 万元，同比增长 123.93%。研发投入占收入

比为 33.52%，同比增加 13.92 个百分点，主要系研发技术人员增加，职工薪酬、股份支付费用、

耗用的原材料和折旧摊销费用上升所致。持续的高研发投入助力产品开发进展加快。报告期内，

公司成功开发出隔离等新产品；门级驱动产品（适合通信、工业电源、家电、太阳能光伏等大功

率应用）、高精密 16bit DAC 产品(INL 1LSB)（适合时钟控制、电池测试系统、自动测试设备等

需要高精度模拟控制信号的应用）、高精密高精度参考电压（适合仪器仪表、光伏逆变、电力自

动化、工业控制等对精度有高要求的应用）等产品陆续实现量产。 

此外，为加强产业协同，报告期内，公司对北京士模微电子有限责任公司及上海季丰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进行了投资。 

（2）其他情况说明 

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出为 8,715.14 万元，上年同期经

营活动现金净流入为 4,272.27 万元，主要原因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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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业务规模增长的同时，为应对集成电路行业上游产能趋紧的状况，通过预付供应商货

款的方式，保障供应链的持续稳定； 

2）公司人员增加及薪酬水平增长导致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增长； 

3）公司内销销售额同比大幅增加，导致缴纳的增值税大幅增加。 

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为 1,894.05 万元，同比下降 55.75%，主要系报告期股份支付费用增加引起净利润下

降及非经常性损益增加所致。报告期非经常性损益税后净额为 1,219.63 万元，主要由理财产品收

益构成。 

③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本期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1.20%，同比减少 16.5 个百分点。

主要系公司于 2020 年三季度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净资产大幅增加所致。 

④报告期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为 0.39，上年同期为 0.72，同比下降 45.83%，系报告

期股份支付费用增加引起净利润减少及公司在 2020 年三季度完成首次公开发行后股数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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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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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03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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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79,024.87  

所得税影响额 -1,753,747.35  

合计 12,196,31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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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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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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41,594 无 0 其他 

ZHIXU ZHOU 6,703,790 8.38 6,703,790 6,703,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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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8,196 无 0 其他 

FENG YING 6,322,390 7.90 6,322,390 6,322,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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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6,680 无 0 其他 

哈勃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4,799,999 6.00 4,799,999 4,7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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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4,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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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0,000 3.54 0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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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027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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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6,630 2.3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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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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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6,630 人民币普通股 1,836,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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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842 人民币普通股 607,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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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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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

达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9,907 人民币普通股 469,90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数

字生活主题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377,076 人民币普通股 377,07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汇兴回报

一年持有期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347,017 人民币普通股 347,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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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科创板 3

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2,877 人民币普通股 222,87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科

创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0,252 人民币普通股 220,25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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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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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参见下表：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例% 说明 

应收票据 285,937.60 90,000.00 217.71 主要系本公司收到新客户银行承兑汇票所致 

应收账款 117,945,310.99 75,724,322.05 55.76 主要系报告期营业收入较去年四季度有所增长 

预付款项 67,752,353.66 22,689,743.12 198.60 系公司预付供应商货款增加所致 

存货 95,142,130.13 71,069,380.92 33.87 主要系报告期增加备货以应对增长的销售需求 

其他流动资产 1,490,565.88 947,205.34 57.36 
主要系随着报告期收入增长，期末计提应收退货成本相应

增加 

长期应收款 2,627,588.75 1,582,415.75 66.05 主要系报告期新增房租保证金及客户收取的质量保证金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1,472,981.56 - 不适用 
系报告期对北京士模微电子有限责任公司及上海季丰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款余额 

在建工程 742,373.36 - 不适用 系报告期购买的设备尚未安装使用所致 

使用权资产 2,795,731.91 - 不适用 系报告期根据新租赁准则确认的房屋租赁使用权资产余额 

无形资产 6,815,264.14 4,699,942.97 45.01 主要系报告期外购软件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52,225,574.13 4,766,901.75 995.59 主要系预付供应商采购款以保证产能 

应付账款 61,702,108.77 28,410,751.56 117.18 
主要系报告期备货导致应付供应商原材料采购款和加工费

增加 

合同负债 1,304,597.89 923,868.19 41.21 系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5,715,093.38 27,964,840.77 -43.80 主要系报告期支付了期末计提的职工薪酬所致 

其他应付款 1,815,023.43 2,879,294.33 -36.96 主要系报告期支付了专业机构服务费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4,825,780.55 2,534,683.67 90.39 

主要系本期新增外购软件以及新确认的租赁负债一年内到

期部分 

其他流动负债 6,545,343.62 4,530,115.71 44.49 
主要系随收入增长，本期计提的应付退货款及产品质量保

证增加 

租赁负债 1,447,166.89 - 不适用 期末余额系报告期根据新租赁准则确认的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957,081.19 2,417,327.55 -60.41 主要系应付软件采购费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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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项目 2021 年一季度 2020 年一季度 变动比例% 说明 

营业收入 167,135,475.30  127,669,621.58  30.91 
主要系公司信号链模拟芯片稳步增长的同时，电源管理模

拟芯片中的多种产品收入有较大幅度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  69,960,024.61  43,823,778.16  59.64 主要系报告期销量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9,706,281.85  4,264,362.36  127.61 
主要系报告期销售人员增加，人员薪酬及股份支付费用相

应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10,214,576.66  5,776,043.98  76.84 主要系管理人员增加，薪酬及股份支付费用相应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56,022,266.85  25,017,801.70  123.93 
主要系公司加大研发投入，研发人员增加，职工薪酬、股

份支付、耗材和折旧费用也随之增加 

财务收入  2,247,080.68  542,844.63  313.95 
主要系存款产生的利息收入及汇率波动产生的汇兑收益增

加所致  

其他收益  371,035.44  35,750.57  937.84 主要系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0,898,322.95 -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购买理财产品产生的收益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680,701.92  284,208.23  843.22 主要系本期计提未赎回理财产品的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522,017.63  494,306.24 -205.61 主要系报告期计提相应的存货跌价准备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1 年一季度 2020 年一季度 变动比例% 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7,151,432.43 42,722,683.86  -303.99  

主要系（1）预付供应商货款增加；（2）支付员工薪酬增

加；（3）支付税费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9,319,870.86 -73,667,134.98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赎回及产生的理财收益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902,101.20 -81,000.0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支付上市发行费增加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9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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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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