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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浙江臻

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臻镭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项目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

等相关规定，负责臻镭科技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2022年半年度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实施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

针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

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了持续督

导制度，并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

开始前，与上市公司签署持续督导协议，明

确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报上

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臻镭科技签署了保荐协议，

协议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和

义务，并已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本持

续督导期间，未发生协议内容做出修改或

终止协议的情况。 

3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

法违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前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审核后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2022年上半年度，臻镭科技未发生需公开

发表声明的违法违规事项。 

4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

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

应当自发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上市公司或相关

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具

体情况，保荐人采取的督导措施等。 

2022年上半年度，臻镭科技及相关当事人

未出现需报告的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

项。 

5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

调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2022年上半年度，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

通、定期或不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

调查等方式，对上市公司开展持续督导工

作。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

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2022年上半年度，保荐机构督导臻镭科技

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

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切实履

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

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事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保荐机构督促臻镭科技依照相关规定健全

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并严格执行公司治理

制度，督导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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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实施情况 

员的行为规范等。 守行为规范。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

度，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

算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

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衍

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

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保荐机构对臻镭科技的内控制度的设计、

实施和有效性进行了核查，臻镭科技的内

控制度符合相关法规要求并得到了有效执

行，能够保证公司的规范运行。 

9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

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

件，并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保荐机构督促臻镭科技严格执行信息披露

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

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

事前审阅，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及

时督促公司予以更正或补充，公司不予更

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告；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

前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后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

阅工作，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

时督促上市公司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

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报告。 

保荐机构对臻镭科技2022年上半年信息披

露文件进行了审阅，对信息披露文件的内

容及格式、履行的相关程序进行了核查，

公司已按照监管部门的相关要求进行信息

披露，依法公开对外发布各类公告，确保

各项重大信息披露及时、准确、真实、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称述或重大

遗漏。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措施或纪律

处分的情况，并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2022年上半年度，臻镭科技或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上海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

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 

12 

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

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保荐人

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2年上半年度，臻镭科技及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等不存在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针

对市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

司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

实披露或予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

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2年上半年度，经保荐机构核查，臻镭

科技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的情况 

14 

在持续督导期间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

人应督促上市公司做出说明并限期改正，同

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一）上市公司

涉嫌违反《上市规则》等上海证券交易所相

关业务规则；（二）中介机构及其签名人员

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

情形；（三）上市公司出现《保荐办法》第

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四）

上市公司不配合保荐机构持续督导工作；

2022年上半年度，臻镭科技及相关主体未

出现该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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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实施情况 

（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需要

报告的其他情形。 

15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

现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

量。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荐机

构、保荐代表人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

日起15日内进行专项现场核查：（一）存在

重大财务造假嫌疑；（二）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涉嫌

侵占上市公司利益；（三）可能存在重大违

规担保；（四）资金往来或者现金流存在重

大异常；（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保荐机

构认为应当进行现场核查的其他事项。 

2022年上半年度，臻镭科技不存在需要专项

现场检查的情形。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三、重大风险事项 

（一）宏观环境风险 

随着美国《2022芯片与科学法案》的落地，集成电路行业贸易摩擦已进入白热

化阶段。公司从事集成电路芯片和微系统的开发，产品以内销为主，虽未直接受到

贸易摩擦的影响，但若公司部分上游供应商受贸易摩擦、应用领域受限等因素影响，

无法继续向公司提供晶圆流片代工服务的，将对公司的经营生产造成不利影响。 

（二）公司经营规模仍相对偏小的风险 

2022年1-6月公司营业收入为104,846,515.85元，净利润为50,400,694.31元，与同

行业可比公司相比，公司的经营规模相对较小，抵御经营风险的能力相对偏弱。公

司当前业务经营能力仍相对有限，面对日益增长的客户需求，可能无法承接所有客

户的订单需求，因而错失部分业务机会，导致公司营业收入的增速存在放缓的可能。 

（三）业绩的季节性风险 

公司客户主要为国防科工集团的下属单位，通常于下半年第四季度集中开展产

品和服务的验收工作，因此公司第四季度确认的营业收入较多。同时，公司的员工

工资、固定资产折旧等各项费用在相应年度内相对均匀发生。因此，公司业绩的季

节性波动可能会导致其上半年度盈利水平较低，甚至出现季节性亏损的情形，使公

司经营状态处于不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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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应收账款余额增加导致的坏账风险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扩大，公司应收账款规模不断增加。截止2022年6月30 日，

公司应收账款净额为20,126.56万元，占总资产的比例为9.74%。公司下游客户主要为

科工集团下属企业及科研院所，信用状况良好。公司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对

应收账款计提了充分的坏账准备，但公司应收账款规模随营业收入增长而增加，如

果宏观经济形势恶化或者客户自身发生重大经营困难，公司将面临应收账款回收困

难的风险。 

（五）税收政策和政府补助变化的风险 

企业所得税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城芯公司已申请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并

预计将获得批准。若未来公司及子公司城芯公司不能满足持续享受高新技术企业15%

所得税税收优惠的条件，将面临所得税费用上升、净利润下降的风险。 

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2020年第45号《关

于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公司为符合

条件的国家鼓励的重点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自获利年度起计算优惠期，第一年至第

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接续年度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

（财税〔2016〕36号）的规定，公司从事技术转让、技术开发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免缴增值税。根据财税〔2014〕XX号和科工财审

〔2014〕XXXX号，公司从事军品的研发和生产取得的收入免缴增值税。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为447.12万元，占同期公司利润总额的8.87%。

上述税收优惠政策和政府补助对公司的发展、经营业绩起到促进作用。国家一直重

视集成电路企业的政策支持，公司享受的各项税收政策优惠有望保持延续和稳定，

但是未来如果国家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发生变化或者发行人税收优惠资格不被核准，

将会对本公司经营业绩带来不利影响。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2半年度，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2半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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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 104,846,515.85 83,738,925.86 25.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400,694.31 40,917,388.92 23.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472,074.27 38,760,217.89 17.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012,223.15 14,351,662.25 -225.51% 

主要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17,006,871.64 460,546,368.02 337.96 

总资产 2,066,878,250.90 502,307,000.73 311.48 

主要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8 0.50 -4.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8 0.50 -4.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

收益（元／股） 
0.43 0.47 -8.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7 10.71 减少7.84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2.59 10.14 减少7.55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28.04 21.16 增加6.88个百分点 

2022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4,846,515.8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21%。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50,400,694.3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18%；

截止2022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2,066,878,250.90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为2,017,006,871.64元。 

2022年上半年公司不断开发新产品、积极开拓新客户，强化内部管理，营

业收入和净利润实现稳定增长。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一）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1、芯片产品的高性能和软无化 

自成立以来，公司始终坚持走技术创新之路，对集成电路芯片和微系统及模组

产品的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并建立了完善的技术预判、预研和产品化研发体系，并

通过前沿技术研究，提升公司的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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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射频技术领域始终贯彻高性能和软无化技术的发展方针，在终端射频前

端芯片、射频收发芯片、电源管理芯片和射频微系统模组等多条产品线上有选择性

地进行高性能和软无灵活可重构两个技术方向上的重点加强，使公司研发的集成电

路芯片和微系统模组产品在技术指标上可较业内主流水平更具竞争优势。与此同时，

公司产品符合军用射频领域小批量、多功能的软无化可重构配置应用要求，使单个

芯片和微系统模组产品可满足多个型号任务的装备需求，以增加批量来降低生产成

本，使公司产品在性价比上可较同行业产品价格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 

公司所研发的终端射频前端芯片和射频收发芯片产品采用高性能软无化的设计

思路，具有收发频率范围广、瞬时带宽宽、线性度高、信号动态范围大的指标优势，

同时又可根据信号特征灵活重构成卫通、导航、信通、雷达等多种工作模式，可广

泛应用于移动通信、物联网、相控阵雷达、电子对抗等领域，相较于业内其它单一

功能射频收发芯片产品，在提升射频系统性能的同时有效减小整机设计复杂度、体

积、重量和能耗，使整机产品具有很强的整机方案竞争优势。 

2、芯片产品的高集成度及小型化 

随着射频模组小型化、轻量化、微系统化的发展趋势，公司不断积累各类射频

功能电路的设计经验，并坚持探索将多种功能电路在同一种工艺或异构异质微系统

中进行集成，使公司所研发的芯片和微系统模组在体积重量集成度等指标上始终处

于行业先进水平，通过单芯片或微系统模组的高集成度特性和定制化的微系统组合

应用方案，大大简化下游客户的射频系统设计难度和复杂度，实现芯片制造和系统

解决方案厂商的互惠双赢。 

公司所研发的终端射频前端芯片和射频收发芯片采用高集成度单芯片化设计，

将功率器件、分立器件、射频开关、收发电路，以及混频、滤波、数模转换等射频

电路集成于单个芯片内部，可在单芯片或单个微系统内部完成完整的从射频天线到

数字基带之间的射频信号变换，相较于业内其它使用分立器件搭建的射频模组，具

有显著的高集成度和高效率优势，可有效减小整机体积、重量和能耗，具有很强的

整机系统方案竞争优势。 

3、团队核心人员经验丰富，具备强劲的科研实力 

公司的团队核心人员均有多年的芯片设计研发和大规模量产经验，并通过近二

十年在射频领域的深耕，形成了坚实深入且全面的技术基础沉淀，努力打破海外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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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垄断射频芯片高端市场的技术壁垒。公司在国内率先量产高性能软件无线电射频

收发芯片，支持天通卫星通信、自组网、电台、LTE、数字对讲等多种模式兼容切

换，产品主要性能指标可对标国外同行业竞争对手的同类射频芯片。在国内大部分

厂商争夺分立器件和中低端芯片市场格局的情形下，公司已量产的高性能射频芯片

和微系统模组，可运用于雷达、通信、侦察系统。公司团队历经多年的磨合和技术

打磨，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极具创新力并已占领技术制高点的成熟技术团队。 

（二）核心竞争力变化情况 

2022年上半年度，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大变化。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支出变化 

2022年1-6月，公司研发投入29,398,146.44元，同比增长65.87%；报告期内公司

对募投项目的持续投入、不断引进高水平研发人才，通过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以保

持技术创新优势。 

（二）研发进展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拥有已获授予专利权的专利33项，其

中境内授权专利32项，境外授权专利1项，其中发明专利32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如有）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已扣除发行费用） 153,631.10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491.12 

减：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 55,231.04 

其中：投资项目使用 5,531.04 

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15,000.00 

超募集资金补流 24,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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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 10,000.00 

截至2022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 98,891.18 

截至2022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账户主体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期末余额 

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中信银行杭州湖墅支行 8110801012202345366 30,613.73 

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民生银行杭州分行营业部 677067885 46,879.87 

浙江航芯源集成电路科

技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城西支行 
19020101040049423 6,146.36 

杭州城芯科技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 
571917479710808 15,251.22 

截至2022年6月30日，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银行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西支行 协定存款 10,000.00 

截至2022年6月30日，臻镭科技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规范运

作》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

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冻结

及减持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

份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任职情况 持股情况 

1 郁发新 

董事长、核心

技术人员、控

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直接持股22,981,100股，并持有杭州晨芯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51.80%的出资份额、杭州臻雷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77.50%的出资份额、杭州睿磊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50.8772%的出资份额。此外，通过中

信证券臻镭科技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参与科创板 IPO配售，持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3.1905%的份额 

2 张兵 
董事、总经

理、核心技术

通过中信证券臻镭科技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参与科创板IPO配售，持有集合资产管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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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任职情况 持股情况 

人员 划14.2857%的份额 

3 陈浔濛 
董事、副总经

理 

持有杭州臻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3.5714%的出

资份额、杭州晨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0%的

出资份额；通过中信证券臻镭科技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科创板IPO配售，持有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10.4762%的份额 

4 谢炳武 
董事、副总经

理 

持有杭州晨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3.00%的出资

份额、杭州睿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5.8479%的

出资份额；通过中信证券臻镭科技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科创板IPO配售，持有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9.7619%的份额 

5 卢超 监事 
持有杭州晨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20%的出资

份额 

6 邢宏波 监事 

持有杭州睿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3.5088%的出

资份额；通过中信证券臻镭科技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科创板IPO配售，持有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6.0119%的份额 

7 吴剑辉 核心技术人员 

持有杭州睿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5.8479%的出

资份额；通过中信证券臻镭科技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科创板IPO配售，持有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5.1190%的份额 

8 李国儒 核心技术人员 
持有杭州晨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00%的出资

份额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减持

情况。 

十一、本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

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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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马峥                                                           鞠宏程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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