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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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GFEIZHANG、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琇惠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汪洪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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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8,913,022.94 2,178,008,125.71 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998,424,242.80 1,988,391,374.13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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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22,076.14 6,834,079.63 -18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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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391,274.30 135,543,679.47 74.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0,141,766.12 15,657,077.75 -3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9,123,915.77 14,148,382.81 -35.51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51 1.23 减少 0.7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7 0.11 -36.3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7 0.11 -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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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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046,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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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72.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5,299.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179,620.65  

合计 1,017,850.35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0,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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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Beken Corporation 30,340,103 20.17 30,340,103 无  境外法人 

上海致能工业电子有

限公司 
14,493,846 9.64 6,153,846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海安析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505,000 4.32 6,505,00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亿厚有限公司 6,134,566 4.08  无  境外法人 

上海英涤安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505,000 3.66 5,505,00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建得投資有限公司 5,391,078 3.58  无  境外法人 

耀桦有限公司 4,966,912 3.30  无  境外法人 

上海武岳峰集成电路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740,896 2.49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金杰国际有限公司 3,730,439 2.48  无  境外法人 

泰丰（香港）有限公司 3,476,767 2.31  无  境外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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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致能工业电子有限公司 8,3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3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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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厚有限公司 6,134,566 人民币普通股 6,134,566 

建得投資有限公司 5,391,078 人民币普通股 5,391,078 

耀桦有限公司 4,966,912 人民币普通股 4,966,912 

上海武岳峰集成电路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740,896 人民币普通股 3,740,896 

金杰国际有限公司 3,730,439 人民币普通股 3,730,439 

泰丰（香港）有限公司 3,476,767 人民币普通股 3,476,767 

普訊玖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534,496 人民币普通股 2,534,496 

上海聚源载兴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870,448 人民币普通股 1,870,44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

内需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593,1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3,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股东安析亚、英涤安为员工持股平台，执行事务合伙

人为艾峦特，艾峦特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控

制的公司；Beken Corporation、安析亚、英涤安为同一控

制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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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兹就本期变动达30％以上者说明如下: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其他流动资产 280,161,314.40 30,641,738.44 814.31% 
本期将暂时募集资金做现金管

理所致。 

其他非流动金融

资产 

        

40,671,564.00  

       

10,046,192.00  
304.85% 

系本公司为拓展业务寻找战略

合作对象，增加对外股权投资。 

应付职工薪酬 
          

7,143,608.99  

        

16,650,275.22  
-57.10% 系本期支付年终奖金所致。 

  2021 年第一季度   2020 年第一季度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总收入  
      

236,391,274.30  

      

135,543,679.47  
74.40% 

本期持续深耕WIFI及蓝牙市场，

效益逐渐显现。 

 营业成本  
      

176,632,902.84  

        

95,795,134.76  
84.39% 本期因收入增加，成本随之增加 

 研发费用  
        

42,338,925.41  

        

18,799,199.46  
125.22% 

因人员持续扩编及并入希腊子

公司影响，相关薪资，耗材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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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022,076.14  

          

6,834,079.63  
-188.12% 

本期因扩大规模增加研发投入，

营业费用增加，致经营活动产生

之现金流出增加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15,765,683.03  

             

191,899.91  
8115.58% 

本期持续加大研发速度，向外购

置专门技术金额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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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通集成（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 PENGFEI ZHANG 

日期 2021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