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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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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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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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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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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微电子 60036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聂嘉宏 李铁岩 

电话 0432-64684562 0432-64684562 

办公地址 吉林省吉林市高新区深圳街99号 吉林省吉林市高新区深圳街99号 

电子信箱 niejiahong@hwdz.com.cn hwdz99@hwdz.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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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7,809,078.22 3,685,177,303.66 2.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049,565,189.48 2,026,430,804.03 1.14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42,679,530.55 68,606,733.32 107.97 

营业收入 688,480,428.74 611,129,810.54 12.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4,189,162.95 25,901,532.75 3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0,296,319.19 21,279,065.30 42.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67 1.29 增加0.3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46 0.035 31.4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46 0.035 31.43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76,09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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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上海鹏盛科技实业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3.51 173,502,466 0 质押 163,657,820 

吉林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43 17,940,000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安媒体互联网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05 7,782,525 0 未知   

陈泳 未知 0.32 2,387,900 0 未知   

刘伟 未知 0.29 2,150,000 0 未知   

彭博 未知 0.28 2,083,199 0 未知   

许方庆 未知 0.25 1,872,430 0 未知   

方光新 未知 0.22 1,640,000 0 未知   

齐干平 未知 0.20 1,500,000 0 未知   

郎洪臣 未知 0.20 1,482,1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公司未知其他社会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社会股东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十名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吉 林 华 微

电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1 年公

司债券 

11华微债 122134 2012/4/10 2019/4/10 320,000,000.00 8.0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45.97 45.38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4.37 4.45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随着国内半功率半导体市场持续复苏，市场需求速度逐步加快。公司做为集功率

半导体器件设计研发、芯片制造、封装测试为一体的 IDM 公司，充分发挥自身产品设计、工艺设

计、生产运营的综合优势，加快产品研发和结构调整速度，以项目责任制、技术营销等策略，实

现公司持续稳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8,848.04 万元，同比增长 12.6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3,418.92万元，同比增长 32.00%。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1、推进产品系列化，拓展新领域，提高产品竞争力。公司已建立从高端二极管、单双向可控

硅、高压 MOS 系列、低压 Trench MOS 系列到 Trench-FS IGBT 在内的国内具有竞争力的功率半导

体器件产品系列，在传统消费类电子领域保持竞争优势的前提下，深入拓展新能源汽车、变频家

电、军工等市场增长点，并已取得一定效果。高压 MOS 产品在原有的 JMC、JMH、JMT产品基础上，

成功开发了 JME和 JMEI新的系列产品，新产品的效率更好温升更低，现已逐步上量，并在适配器

领域得到了广大客户认可。 

2、优化公司组织运营管理模式，深入推进事业部运营管理，提升公司整体运营绩效。报告期

内，公司持续进行组织架构调整，整合、优化组织职能，深入落实事业部运营，通过生产、技术、

销售一体化，实现事业部快速回应市场产品需求、应用需求、技术需求，稳步提升产品市场占有



率，销售额持续攀升；同时通过项目管理，带动各事业部产品、工艺技术升级、设备优化改造，

持续提升组织竞争能力。 

3、加强企业信息化建设管理，再造企业 ERP资源管理系统。公司通过 ERP信息系统集成项目

的实施，能够及时准确地提供生产、销售、财务管理的动态信息，推动公司整合经营业务链条，

加强公司资源配置，实现数据信息集成与控制，对规范公司管理，提高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工作

效率和工作质量，保持公司竞争优势将发挥积极作用。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修订的规定，自 2017年 1月

1 日起，将与日常活动有关且与收益有关的政府补助，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项目调整为利润表

“其他收益”项目列报，该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公司已于 2017 年 8 月 25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8月 26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32）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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