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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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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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度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963,971,304 股为基数，拟每 10 股派

发现金股利 0.25元（含税），总计派发现金股利 24,099,282.60 元，剩余 40,897,112.81 元转至

以后年度分配。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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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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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增文(代) 李铁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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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432-64684562 0432-64684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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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功率半导体器件的设计研发、芯片制造、封装测试、销售等业务。公司坚持生

产、研发、储备相结合的技术开发战略，不断向功率半导体器件的中高端技术及应用领域拓展。

公司发挥自身产品设计、工艺设计等综合技术优势，已建立从高端二极管、单双向可控硅、MOS

系列产品到第六代 IGBT 国内最齐全、最具竞争力的功率半导体器件产品体系，正逐步由单一器件

供应商向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转变；同时公司积极向新能源汽车、变频家电、工业和光伏新兴领

域快速拓展，并已取得良好效果，为公司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功率半导体器件市场，伴随着国内功率器件行业技术水平的不



断提升，以及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高端制造的崛起，国家军民融合战略的实施与深化，使功

率半导体的“中国制造”在中高端市场及国家安全领域的拓展速度在不断加快，中国的功率半导

体企业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5,751,631,052.89 4,385,065,062.59 31.16 4,079,124,656.24 

营业收入 1,656,485,627.44 1,709,262,283.67 -3.09 1,634,890,299.3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64,996,395.41 106,006,552.17 -38.69 94,853,828.2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7,086,538.89 96,391,923.04 -40.78 82,991,840.9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3,107,831,715.78 2,248,472,236.76 38.22 2,121,113,583.59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60,928,274.45 423,439,353.42 -61.99 101,678,870.33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7 0.14 -50.00 0.1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7 0.14 -50.00 0.13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2.30 4.85 

减少2.55个百分

点 
4.59 

 

 

（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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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321,906.44 358,760,552.12  484,975,363.27  446,427,805.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5,712,106.18 20,361,180.68  19,387,123.19  9,535,985.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4,001,199.74 17,631,204.00  18,192,520.06  7,261,615.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5,824,765.06 69,701,529.85  77,399,002.66  -51,997,0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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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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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6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2,61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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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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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鹏盛科技实业有

限公司 
0 225,553,206 23.40 0 质押 145,177,673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张坤伦 5,945,382 5,945,382 0.62 0 未知   未知 

罗彬 5,626,249 5,626,249 0.58 0 未知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国泰 CES半导体

行业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5,465,641 5,465,641 0.57 0 未知   未知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4,970,057 4,970,057 0.52 0 未知   未知 

罗庆 4,922,600 4,922,600 0.51 0 未知   未知 

吕强 4,864,748 4,864,748 0.50 0 未知   未知 

姚颖臻 246,500 3,670,000 0.38 0 质押 3,670,000 未知 

苏颜翔 3,516,400 3,516,400 0.36 0 未知   未知 

吴漪 3,500,000 3,500,000 0.36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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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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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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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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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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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本付

息方式 

交易场

所 

吉 林 华 11 华微 122134 2012/4/10 2019/4/10 0 8.00 每 年 付 上 海 证



微 电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1 年

公 司 债

券 

债 息一次，

最 后 一

期 利 息

随 本 金

一 起 支

付。 

券 交 易

所 

2）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除 2012 年发行的公司债以外，未新发行或存继其他债券。2012 年发行的公

司债在 2019年 4月 10 日完成最后一个年度利息和本期债券的本金支付，并于同日摘牌，本期公

司债券结束。详见公司 2019年 4月 2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吉林华微电子股有限公司关于“11 

华微债”公司债券本息兑付和摘牌公告》（临 2019-016）。 

 

3）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6）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9年 2018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45.96 49.01 -3.05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0998 0.1458 -4.60 

利息保障倍数 1.75 2.81 -3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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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趋势，公司充分发挥自身技术优势，以产业政策为

指导，紧紧抓住国家产业结构转型的契机，积极实施产品研发和结构调整，加大向国家战略性新

兴领域的拓展推广力度，加快半导体产品的国产替代步伐，充分发挥公司集功率半导体器件设计

研发、芯片制造、封装测试为一体的技术体系和竞争优势，实现公司中高端技术产品在市场规模

化应用，以新产品、新领域重点项目指标的达成带动公司整体业绩持续稳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5,648.56 万元，同比下降 3.0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6,499.64 万元，同比下降 38.69%。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1）持续加大研发力度，实现技术创新。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研发力度，推进科学化的



技术研发管理，加快各级工艺技术平台的技术创新和迭代，形成以公司级、部门级和系列化产品

研发的管理平台，突出重点研发项目。全力推进 IGBT、Trench MOS、超结 MOS、Trench SBD、超

高压 FRD 等产品系列平台建设，产品性能水平持续提升。360V-1350V 的 Trench-FS IGBT 平台，已

经完成全系列产品开发，在新能源汽车、变频家电、工业领域拓展进程加速；Trench SBD 完成了

45V、60V 和 100V 产品的工艺平台建设和产品系列化工作，在光伏和电源领域得到充分认可。公

司稳步夯实技术平台建设，在推进“三个结构调整”工作方针的指导下，针对重点领域组建专项

技术服务团队，提高产品开发和技术服务保障能力及响应速度，在核心客户推进过程中发挥了显

著作用。 

（2）强化购销体系，提升运营质量。公司在采购生产所需物料时对供应商的资质和能力进行

了严格的筛选，并对采购产品不定期抽样检验，对供应商品质体系进行评估与定期稽核以保证公

司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公司利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实现了对客户的整合营销，基于对客户的

价值管理原则，通过一对一营销方式，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达到了客户结构调整和产品结构调

整的目的。公司已具备成熟的计划体系和生产系统以保证订单及时交付率及客户满意度。公司与

供应商、客户建立的长期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优化生产周期，提升运营质量。 

（3）完善内控建设，防范经营风险。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严格按照证监会和上交所等监管机

构的要求，加强公司内控建设工作，董事会对公司执行的《公司章程》等制度进行了修订，进一

步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公司通过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有效性进行自我评估，通过决策、执行和

监督全过程管控，对原有业务流程持续进行梳理和缺陷查找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内部控制风险数

据库，明确内控工作中各部门、各岗位的风险点和风险控制措施。通过整改、评价逐步完善内控

体系建设，加强关键点、风险点控制并通过制度来固化，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进一步加强公司

经营风险防控能力，以保证公司业绩持续稳定的增长。 

（4）优化管理模式，提高产线效率。报告期内，公司芯片制造部各条产线分工明晰，通过生

产、研发、销售等一系列团队协作，实时了解市场动态，进而及时、有效地解决市场中存在的产

品需求、应用需求、技术需求等，提升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同时通过项目管理，推动各条产线设

备更新改造、工艺技术升级，提高产线的生产效率，缩短生产周期，提高市场竞争能力，提升公

司整体运营绩效。 

（5）加强资源管理，提效业务流程。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资源的联动范围在不断地扩

展，业务流程由企业内部延伸到企业外部，形成企业资源的整合优势。现代企业资源管理技术 ERP

的应用使物流、人流、财流、信息流等讯息能快速、准确地传输，数据在各业务系统之间高度共



享，有利于优化企业的资源，改善企业业务流程，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升企业竞争力。 

（6）管理工艺平台，拓展业务范围。公司高度注重工艺管理平台，它担负着所有工艺文件、

工艺数据、工艺资源等的集中管理与发布，跟随产品的生产进行流转，负责工艺的发布与再收集、

再优化。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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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控制、光伏等市场增长点，实时跟随半导体功率器件的市场需求，拓展产品种类，扩大业务

范围，努力做到让市场认可，让客户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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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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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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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下属子公司 2019 年度 

1 吉林麦吉柯半导体有限公司 合并 

2 广州华微电子有限公司 注 

3 吉林华微斯帕克电气有限公司 合并 

4 深圳斯帕克电机有限公司 合并 

 

注：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转让所持广州华微电子有限公司所有股权，自 2019 年 11 月起，广

州华微电子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并表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