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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20元（含税）。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博通集成 603068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丽莉   

办公地址 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东路

1387号41幢101（复式）室2F-3F/102

（复式）室 

  

电话 021-51086811   

电子信箱 IR＠bekencorp.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无线通讯集成电路芯片的研发与销售，具体类型分为无线数传芯片和无线音频

芯片。公司目前产品应用类别主要包括 5.8G产品、Wi-Fi产品、蓝牙数传、通用无线、对讲机、



广播收发、蓝牙音频、无线麦克风等。上述产品广泛应用在蓝牙音箱、无线键盘鼠标、游戏手柄、

无线话筒、车载 ETC单元等终端。 

公司作为国内领先的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公司，经过十余年的产品和技术积累，已拥有完整的无线

通讯产品平台，支持丰富的无线协议和通讯标准，为包括多个世界知名品牌在内的国内外客户提

供低功耗高性能的无线射频收发器和集成微处理器的无线连接系统级（SoC）芯片，并为智能交通

和物联网等多种应用场景提供完整的无线通讯解决方案。未来公司将基于已有的技术积累和市场

资源，充分发挥公司产品种类齐全、应用方案完善、反应速度快等优势，实现品牌价值的最大化，

并布局智能交通、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物联网市场，进一步巩固公司在市场和技术上的领先地

位。 

1、无线数传类芯片 

无线数传类产品作为智能设备互联互通必不可少的关键要素，帮助实现智能家居设备之间的

互联互通，让不同智能设备相互协作。随着物联网的发展，为无线智能终端设计的无线数传类芯

片，将具备广阔的市场前景。 

无线数传类芯片采用无线通讯的方法实现数据传送和接收，公司产品主要包括独立的射频收

发器，集成微处理器（MCU）的无线微控制器，符合国家标准的高速公路不停车收费（ETC）芯片

组，以及支持完整通讯协议和安全协议的低功耗蓝牙（BLE）、传统蓝牙（BT）芯片、Wi-Fi 芯片等。 

公司无线数传类产品主要应用于高速公路不停车收费（ETC）、无线键盘和鼠标、遥控手柄和

无人机飞控等领域，终端客户覆盖了包括美的、涂鸦智能、金溢科技、雷柏科技、大疆科技等国

内知名企业。 

2、无线音频类芯片 

无线音频类产品采用无线通信的方法实现音频信号的传送和接收，包括独立的射频收发器，

集成音频信号采集、播放、编解码的无线音频系统芯片（SoC），集成经过标准化组织认证的射频

和数字基带并集成音频信号采集、播放、编解码的标准协议的音频蓝牙芯片和多款 CMOS 全集成

收音机芯片等。  

公司无线音频类产品主要应用于无线麦克风、无线多媒体系统、蓝牙音箱、蓝牙耳机和智能

音箱等领域，终端客户包括摩托罗拉、LG、夏普、飞利浦和阿里巴巴等。 

（二）经营模式 

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按照企业是否自建晶圆生产线或封装测试生产线分为存在两种经营模式：

IDM 模式和 Fabless 模式。 

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为 Fabless 模式，即“没有制造业务、只专注于设计”的一种经营模式。采

用该种经营模式的公司只从事产业链中的集成电路设计和销售环节，其余环节委托给晶圆制造企

业、封装和测试企业代工完成，公司取得测试后芯片成品销售给客户。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无线通讯集成电路芯片的研发与销售，以 Fabless 模式为主要经营模式，因

此产品设计与研发环节属于公司经营的核心流程，由研发中心具体执行。公司的研发中心下设系

统设计部、数字设计部、射频模拟部、版图设计部、软件开发部、应用和方案部、技术支持部等

七大部门，分工明确，相互协作。多年以来，公司已形成高度规范化的研发流程和质量控制体系，

并根据实际执行情况进行不断的完善和更新，全面覆盖产品开发立项、产品设计、样品试产、量

产推广等阶段，确保每项新产品研发的质量、风险、成本均得到强而有效的管控。 

在 Fabless 模式下，公司专注于集成电路的设计，而芯片的生产制造、封装测试则通过委外方

式完成，因此公司需要向晶圆制造厂采购晶圆，向封装测试厂采购封装、测试服务。目前公司的

主要晶圆制造厂为中芯国际、华虹宏力等，主要封装测试厂为长电科技、杭州朗迅、南通富士通、

台湾久元和台湾全智等。 

公司销售采用“经销为主、直销为辅”的销售模式，公司与经销商的关系属买断式销售关系，

即公司将商品销售给经销商后，商品的所有权已转移至经销商。通过该销售模式可以使公司更好



的专注于产品的设计研发环节，提高产业链各个环节的效率。 

 

（三）行业状况说明 

1、行业概况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无线通讯集成电路芯片的研发与销售。集成电路行业作为是全球信息产业

的基础，是带动传统产业迈向数字时代的引擎和基石。集成电路行业主要包括集成电路设计业、

制造业和封装测试业，属于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业内企业普遍具备较强的技术研发能力、资

金实力、客户资源和产业链整合能力。 

经过近 20 年的飞速发展，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已在全球集成电路市场占

据举足轻重的地位。2020 年我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额达到 8,848 亿元，较 2019 年增长 17.0%。其

中，集成电路设计业销售收入为 3,778.4 亿元，同比增长 23.3%；晶圆制造销售收入为 2,560.1 亿

元，同比增长 19.1%；封测销售收入为 2,509.5 亿元，同比增长 6.8%。 

2、行业的周期性、区域性、季节性 

行业周期性上，集成电路设计行业是一个靠技术创新推动的科技产业，其周期性主要体现在

产品创新周期、上下游产能供需周期和宏观经济波动周期上。从产业链特征来看，由于集成电路

产业资本投入大、回收期长，往往需要政府的推动，因此政策和政府行为也是行业周期性不容忽

略的变化因素。现阶段集成电路设计行业日益成熟，行业整体波动幅度和周期性趋于减弱。 

行业区域性上，集成电路的设计企业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珠海、北京等城市。在国家明

确将集成电路产业上升至国家战略后，地方版集成电路规划相继出台。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格

局已基本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京津环渤海地区三足鼎立之势。 

集成电路设计行业存在一定季节性，主要与下游终端产品的市场需求相关。通常情况下，国

庆、“双 11”、春节期间电子产品需求相对旺盛，下游客户需要提前备货准备生产，导致芯片等原

材料需求增长。 

3、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专注于无线通讯集成电路芯片的设计与研发，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淀，公司已经成为国

内领先的芯片设计公司，也是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和国

家税务总局等联合认证的“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同时拥有“集成电路设计认

证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证书。 

公司通过在行业内多年的经营，积累了诸多稳定的客户群体并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在国内消

费电子和工业应用无线 IC的部分相关细分领域市场占有率处于领先地位。在国家大力推动集成电

路产业的历史机遇下，公司将凭借多年积累的竞争优势和业务布局，不断强化公司的竞争壁垒，

继续保持较快的销售收入增长速度，进一步提升公司在行业内的市场份额。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217,800.812571 159,830.08295 36.27 53,696.28 

营业收入 80,869.970822 117,462.389909 -31.15 54,612.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322.238139 25,237.019533 -86.84 12,39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2,107.4 23,983.21 -91.21 11,242.24 



损益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98,839.137413 126,216.833055 57.54 43,439.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309.154018 2,515.002424 150.86 8,439.53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4 1.98 -87.88 1.1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4 1.98 -87.88 1.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67 26.61 减少23.94个百分

点 

33.28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3,554.37 19,351.28 23,012.98 24,95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65.71 3,434.79 795.58 -2,473.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414.84 3,097.39 687.36 -3,092.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3.41 -5,594.43 -60.33 11,280.5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69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0,37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Beken Corporation 0 30,340,103 21.87 30,340,103 无   境外法

人 

建得投資有限公司 0 9,591,078 6.91 0 无   境外法



人 

亿厚有限公司 0 7,514,566 5.42 0 无   境外法

人 

上海安析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 6,505,000 4.69 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耀桦有限公司 0 6,346,912 4.58 0 无   境外法

人 

上海英涤安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 5,505,000 3.97 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泰丰（香港）有限公司 0 4,856,767 3.50 0 无   境外法

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富国创新科

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0 3,800,272 2.74 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上海武岳峰集成电路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0 3,740,896 2.70 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金杰国际有限公司 0 3,730,439 2.69 0 无   境外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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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0，869.97万元，比 2019年同期减少 31.1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322.24 万元，比 2019年同期减少 86.84%。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2017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 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

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

予调整。 

本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

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务报表

不做调整。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号》 

财政部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财会〔2019〕21 号，以下简

称“解释第 13号”），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不要求追溯调整。 

①关联方的认定 

解释第 13号明确了以下情形构成关联方：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包括母公司和

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企业的合营企业与企业的其他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此外，解

释第 13号也明确了仅仅同受一方重大影响的两方或两方以上的企业不构成关联方，并补充说明了

联营企业包括联营企业及其子公司，合营企业包括合营企业及其子公司。 

②业务的定义 

解释第 13号完善了业务构成的三个要素，细化了构成业务的判断条件，同时引入“集中度测试”

选择，以在一定程度上简化非同一控制下取得组合是否构成业务的判断等问题。 

（3）执行《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 

财政部于 2019年 12月 16日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财会[2019]22号），

适用于按照《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开展碳排放权交易业务的重点排放单位中

的相关企业（以下简称重点排放企业）。该规定自 2020年 1月 1 日起施行，重点排放企业应当采

用未来适用法应用该规定。 

 （4）执行《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 

财政部于 2020年 6月 19日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20〕10

号），自 2020年 6月 19 日起施行，允许企业对 2020年 1月 1日至该规定施行日之间发生的相关

租金减让进行调整。按照该规定，对于满足条件的由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引发的租金减免、延期支

付租金等租金减让，企业可以选择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 

2.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公司报告期内无会计估计变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截至 2020年 12月 31 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博通集成电路（香港）有限公司 

博通集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博通集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博通集成电路（浙江）有限公司 

Adveos microelectronic systems P.C. 

 

https://www.qcc.com/firm/7ec74889386708d1a4dc05808e5cc793.html
https://www.qcc.com/firm/7ec74889386708d1a4dc05808e5cc79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