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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13                 证券简称：富瀚微 公告编号：2022-074 

债券代码：123122      债券简称：富瀚转债  

上海富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富瀚微 股票代码 30061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万建军 舒彩云 

电话 021-61121558 021-61121558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717号 2号楼 6

楼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717号 2号楼 6

楼 

电子信箱 stock@fullhan.com stock@fullhan.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63,855,562.67 717,753,294.05 62.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2,237,623.99 138,708,347.66 7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226,908,857.39 135,026,838.79 68.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6,325,492.35 -153,125,714.28 182.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6 0.61 73.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5 0.60 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35% 9.79%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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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111,947,956.23 2,910,330,581.72 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81,601,484.10 1,835,451,220.37 13.4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2,089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西藏东方企慧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85% 36,325,156    

陈春梅 境内自然人 13.40% 30,707,851    

杨小奇 境内自然人 7.61% 17,430,860 13,073,145.00   

云南朗瀚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17% 16,441,291    

杰智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95% 13,637,603    

龚传军 境内自然人 2.51% 5,753,877  质押 1,90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安安

康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4% 3,291,703    

湖州灵视企业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9% 3,174,923    

玄元私募基金投资

管理（广东）有限

公司－玄元科新 28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33% 3,052,730    

上海少薮派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少数

派万象更新 2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0% 2,973,82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报告期内，公司股东杰智控股有限公司、陈春梅、龚传军和杨小奇之间存在一致

行动关系,公司股东西藏东方企慧投资有限公司和杨小奇之间存在一致行动关

系。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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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

元） 
利率 

可转换公司

债券 
富瀚转债 123122 

2021年 08 月

06 日 

2027年

08 月 05

日 

58,064.7 

第一年为 0.30% 

第二年为 0.50% 

第三年为 1.00%、 

第四年为 1.50%、

第五年为 2%、 

第六年为 2.5%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25.35% 28.05%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4.38 68.2 

三、重要事项 

1、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事项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7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22 年 3 月 23 日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同意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 180 万份股票期权，约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1.5%。 

2022年 3 月 2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确定以

2022 年 3 月 29 日为首次授权日，向 210 名激励对象授予 174 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为 124.23 元/份。 

2022年 5 月 18日，公司完成向 209 名激励对象授予 173.44万份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工作。 

2、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① 股票期权自主行权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 2020 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自主行权数量为 509,622 股，本次行权新增股份均为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 

②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自 2022 年 2 月 14日开始转股，截至本报告期末，共有 5,430 张“富瀚转债”完成转股，合计转成

3,960股“富瀚微”股票，公司剩余“富瀚转债”5,806,470 张，剩余票面总金额为人民币 580,647,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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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2 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公告编号：2022-020）、《2022 年

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公告编号：2022-063） 

③ 2021年度权益分派： 

2022年 5 月 26日，公司实施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际以 120,497,34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9 股。实际

转增 108,447,611 股。 

综上，公司总股本由期初的 120,229,656 股变更为期末的 229,190,849股。 

3、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进展事项 

2022年 1 月 24日，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 8,000 万元参与投资的江阴瀚联智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详情请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产业基金暨关

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2022 年 4 月 18 日，江阴瀚联智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增加江阴市政府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中金启元国

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2 位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变更为 67,676.7677 万元。详情请见公司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投资产业基金进展暨增加有限合伙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9）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已实缴出资 5,145.709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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