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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三季度報告
上海復旦微 電子 集 團股份 有限公司 (「本公司」或「公司」) 董事會(「 董事會 」)欣 然 宣
佈，本公司及各附屬公司(「本集團」或「集團」)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止九個月按照
中 國 企業會計 準 則編 製的 之 第三 季度 未經 審 計合併 業績報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法例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 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09(2)和第 13.10B 條的要求而作出。
重要內容提示：
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季度報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完整，不
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並承擔個別和連帶的法律責任。
公司負責人、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及會計機構負責人（會計主管人員）保證季度報告中財務信
息的真實、準確、完整。
第三季度財務報表是否經審計
是

✓ 否

1

一、主要財務資料
(一) 主要會計資料和財務指標
人民幣萬元
本報告期比上
項目

本報告期

年同期增減變
動幅度(%)

年初至報告期
年初至報告

末比上年同期

期末

增減變動幅度
(%)

100,191.46

42.49

270,424.79

47.63

32,864.15

69.50

85,917.30

121.31

31,637.52

81.65

83,532.32

148.69

不適用

不適用

26,630.55

-29.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0

60.00

1.05

94.44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40

60.00

1.05

94.44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

8.64

增加 1.39 個
百分點

24.17

增加 7.11 個
百分點

26,886.22

39.83

66,748.40

28.72

26.83

減少 0.52 個
百分點

24.68

減少 3.63 個
百分點

營業收入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
的淨利潤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
的扣除非經常性損益
的淨利潤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
流量淨額

率（%）
研發投入合計
研發投入佔營業收入
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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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報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減
變動幅度(%)

總資產

576,089.29

416,501.42

38.32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所有者權益

423,611.17

314,024.57

34.90

註:“本報告期”指本季度初至本季度末 3 個月期間，下同。
2022 年以來，本集團所處行業下游需求結構性分化，集團適時調整產品和客戶結構、保障
供應鏈，主要產品線營業收入和淨利潤均保持增長；產品綜合毛利率保持在較好的水平，
具體情況如下：
2022 年 7 至 9 月情況
2022 年 7 至 9 月，集團實現營業收入約為人民幣 10.02 億元，較上年同期增長約為 42.49%；
實現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約為人民幣 3.29 億元，較上年同期增長約為 69.50%；實
現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淨利潤約為人民幣 3.16 億元，較上年同期增
長約為 81.65%。
各產品線營業收入分別為：安全與識別芯片約為人民幣 2.76 億元、非揮發性存儲器約為人
民幣 2.30 億元、智能電錶芯片約為人民幣 1.90 億元、FPGA 及其他芯片約為人民幣 2.35 億
元、測試服務收入（合併抵消後）約為人民幣 0.64 億元。7 至 9 月產品綜合毛利率由上年
同期的 62.88%提高至 65.08%。
2022 年 1 至 9 月情況
2022 年 1 至 9 月，集團實現營業收入約為人民幣 27.04 億元，較上年同期增長約為 47.63%；
實現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約為人民幣 8.59 億元，較上年同期增長約為 121.31%；
實現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淨利潤約為人民幣 8.35 億元，較上年同期
增長約為 148.69%。
各產品線營業收入分別為：安全與識別芯片約為人民幣 7.37 億元、非揮發性存儲器約為人
民幣 7.17 億元、智能電錶芯片約為人民幣 4.65 億元、FPGA 及其他芯片約為人民幣 6.00 億
元、測試服務收入（合併抵消後）約為人民幣 1.64 億元。受惠於產品結構優化、新產品推
出、價格調整及積極開拓市場，1 至 9 月產品綜合毛利率由上年同期的 58.16%提高至
6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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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

項目

本報告期金額

非流動性資產處置損益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但與公司正常經營
業務密切相關，符合國家政策規定、按照一定
標準定額或定量持續享受的政府補助除外
除同公司正常經營業務相關的有效套期保值
業務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資產、衍生金融資
產、交易性金融負債、衍生金融負債產生的
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以及處置交易性金融資
產、衍生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負債、衍生
金融負債和其他債權投資取得的投資收益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其他符合非經常性損益定義的損益項目
減：所得稅影響額
少數股東權益影響額（稅後）
合計

1,550,017.05
14,319,157.27

人民幣元
年初至報告期末
金額
1,545,411.70
20,363,535.77

1,248,550.22

6,208,548.37

90,100.00
1,294,642.97
3,646,879.78
12,266,301.79

111,322.51
2,657,656.65
1,843,558.92
5,193,121.11
23,849,794.97

將《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釋性公告第 1 號——非經常性損益》中列舉的非經常
性損益項目界定為經常性損益項目的情況說明

適用 ✓ 不適用

4

(三) 主要會計資料、財務指標發生變動的情況、原因:
✓ 適用

不適用

項目名稱
營業收入 (7-9 月)
營業收入 (1-9 月)

歸屬於上 市公司股 東的淨 利潤
(7-9 月)
歸屬於上 市公司股 東的淨 利潤
(1-9 月)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經
常性損益的淨利潤 (7-9 月)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經
常性損益的淨利潤 (1-9 月)
經營活動 產生的現 金流量 淨額
(1-9 月)

變動比例
（%）
主要原因
42.49 主要系積極開拓市場與新客戶，持續優化
47.63 產品與客戶結構，保障生產及供應鏈產
能，使得主要產品線營業收入增加。

69.50 主要系營業收入增加及產品毛利率提升。
121.31
81.65 主要系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上
升，同時因非經常性損益金額同比下降導
148.69 致該比例增長幅度高於歸屬于上市公司
股東淨利潤。
-29.77 主要系集團生產經營規模擴大，為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7-9 月)

障供應鏈穩定，預付供應商貨款增
加、合理增加備貨應對市場需求，使
得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淨額同比減
少。
60.00 主要系集團淨利潤增長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1-9 月)

94.44

研發投入 (7-9 月)
研發投入 (1-9 月)

39.83 主要系公司為保持研發競爭力，合理
28.72 調增薪酬，使得職工薪酬增加，同時

實施限制性股票激勵計畫，股份支付
費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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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資產

38.32 主要系集團下屬子公司在北京證券交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所有者權
益

易所公開發行股票募集資金到位，增
加貨幣資金；因營業收入增長，集團
收到客戶的應收賬款增加；因生產經
營規模擴大，為保障供應鏈穩定，預
付供應商貨款增加，同時合理增加備
貨應對市場需求；因生產經營需要增
加了辦公樓、設備等固定資產。
34.90 主要系淨利潤增長，致未分配利潤增
加。

二、股東信息
普通股股東總數和表決權恢復的優先股股東數量及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表
股
報告期末普通股股東總數

11,311

報告期末表決權恢復的優先股股東總數（如有）

不適用

前 10 名股東持股情況

持有有限售
條件股份
數量

包含轉融通借
出股份的限售
股份數量

質押、標記或
凍結情況

股東名稱

股東性質

持股數量

香港中央結算（代
理人）有限公司
（註 2）
上海復旦復控科
技產業控股有
限公司
上海復芯凡高集
成電路技術有
限公司
上海政本企業管
理諮詢合夥企
業（有限合夥）
上海政化企業管
理諮詢合夥企
業（有限合夥）
上海年錦企業管
理諮詢合夥企
業（有限合夥）

境外法人

284,205,990

持股
比例
(%)
34.89

國有法人

109,620,000

13.46

109,620,000

109,620,000

無

國有法人

106,730,000

13.10

106,730,000

106,730,000

無

境內非國
有法人

52,167,270

6.40

質押

境內非國
有法人

25,726,980

3.16

無

境內非國
有法人

14,677,840

1.80

質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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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狀態

數量

未知

52,167,270

14,677,840

中信建投基金－
中信銀行－中
信建投基金－
復旦微戰略配
售集合資產管
理計畫
上海國年企業管
理諮詢合夥企
業（有限合夥）
上海聖壕企業管
理諮詢合夥企
業（有限合夥）
中信證券股份有
限公司

其他

12,000,000

1.47

無

境內非國
有法人

11,755,550

1.44

無

境內非國
有法人

9,042,419

1.11

無

國有法人

7,242,552

0.89

無

股
前 10 名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
持有無限售條
件流通股的數
量
284,205,990

境外上市外資股

284,205,990

52,167,270
25,726,980
14,677,840
12,0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人民幣普通股
人民幣普通股
人民幣普通股

52,167,270
25,726,980
14,677,840
12,000,000

上海聖壕企業管理諮詢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11,755,550
9,042,419

人民幣普通股
人民幣普通股

11,755,550
9,042,419

中信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施雷
蔣國興
上海煜壕企業管理諮詢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7,242,552
7,210,000
7,210,000
5,109,503

人民幣普通股
人民幣普通股
人民幣普通股
人民幣普通股

7,242,552
7,210,000
7,210,000
5,109,503

股東名稱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上海政本企業管理諮詢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上海政化企業管理諮詢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上海年錦企業管理諮詢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中信建投基金－中信銀行－中信建投基金－復旦微戰略
配售集合資產管理計畫
上海國年企業管理諮詢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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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種類及數量
股份種類

數量

上述股東關聯關係或一致行
動的說明

上海政本企業管理諮詢合夥企業（有限合夥）與上海年錦企業管理諮詢合夥企業
（有限合夥）為一致行動關係；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東是否有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關係。

前 10 名股東及前 10 名無限售
股東參與融資融券及轉融通
業務情況說明（如有）

不適用

註 1：報告期末普通股股東總數 11311 戶，其中：A 股 11301 戶，H 股 10 戶。
註 2：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乃代表多個客戶所持有之 H 股股份。個別股東
（持 H 股數 4000 股）因在途手續未實際辦理，故與公司股權管理機構掌握之 2022 年 9 月 30 日
名冊中的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股 284,209,990 存在 4000 股差異。因香港聯交所
有關規則並不要求港股客戶申報所持有股份是否有質押、凍結、融資融券類業務情況，因此無
法統計或提供質押、凍結、融資融券類業務的股份數量。
三、其他提醒事項
需提醒投資者關注的關於公司報告期經營情況的其他重要資訊

適用 ✓ 不適用
四、季度財務報表
(一) 審計意見類型

適用 ✓ 不適用
(二) 財務報表
合併資產負債表
2022 年 9 月 30 日

項目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交易性金融資產
應收票據
應收賬款
預付款項
其他應收款
存貨
其他流動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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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9 月 30 日
(未經審計)

人民幣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經審計)

1,140,546,064.65
291,658,876.71
376,594,250.47
896,358,488.30
344,531,471.75
21,785,533.86
1,198,180,932.96
19,381,182.34

801,647,230.19
390,948,111.87
372,363,594.25
451,703,130.78
84,362,851.17
18,473,721.44
916,083,064.72
6,081,071.74

4,289,036,801.04

3,041,662,776.16

71,176,975.69
33,711,220.69

75,508,769.52
32,987,123.03

746,061,555.89
130,030,737.26
49,334,184.13
62,287,267.60
251,904,189.67
64,931,733.61
10,832,092.75
51,586,157.58
1,471,856,114.87
5,760,892,915.91

567,876,494.59
54,689,418.17
47,942,433.91
74,833,172.67
172,728,127.43
57,378,801.04
7,484,219.27
31,922,847.40
1,123,351,407.03
4,165,014,183.19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應付帳款
合同負債
應付職工薪酬
應交稅費
其他應付款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其他流動負債

274,057,423.76
222,329,497.49
145,046,239.97
32,546,710.86
19,980,518.38
16,592,711.43
144,790,712.46

100,000.00
200,262,918.53
126,274,826.25
162,012,097.14
15,731,095.55
31,163,593.01
44,832,935.50
132,771,061.35

流動負債合計

855,343,814.35

713,148,527.33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租賃負債
遞延收益
遞延所得稅負債
非流動負債合計
負債合計

40,545,045.90
15,584,353.73
3,994,249.34
60,123,648.97
915,467,463.32

18,200,000.00
38,553,525.36
24,215,577.84
3,994,006.16
84,963,109.36
798,111,636.69

81,450,200.00
1,545,217,448.64
14,140,186.21
40,725,100.00
2,554,578,759.39
4,236,111,694.24

81,450,200.00
1,259,212,929.93
10,509,082.70
40,725,100.00
1,748,348,393.72
3,140,245,706.35

609,313,758.35
4,845,425,452.59
5,760,892,915.91

226,656,840.15
3,366,902,546.50
4,165,014,183.19

流動資產合計
非流動資產：
長期股權投資
其他權益工具投資
固定資產
在建工程
使用權資產
無形資產
開發支出
長期待攤費用
遞延所得稅資產
其他非流動資產
非流動資產合計
資產總計

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
實收資本（或股本）
資本公積
其他綜合收益
盈餘公積
未分配利潤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權益（或股東
權益）合計
少數股東權益
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合計
負債和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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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利潤表
2022 年 1 - 9 月

項目

一、營業總收入
其中：營業收入
二、營業總成本
其中：營業成本
稅金及附加
銷售費用
管理費用
研發費用
財務費用
其中：利息費用
利息收入
加：其他收益
投資收益（損失以“－”號填列）
其中：對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的
投資損失
公允價值變動收益
信用減值損失 （損失以“-”號填
列）
資產減值損失（損失以“-”號填
列）
資產處置收益
三、營業利潤
加：營業外收入
減：營業外支出
四、利潤總額
減：所得稅費用
五、淨利潤
（一）按經營持續性分類
持續經營淨利潤
（二）按所有權歸屬分類
1.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2.少數股東損益
六、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後淨額
歸屬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綜合收益的
稅後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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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前三季度
(1 – 9 月)
(未經審計)

人民幣元
2021 年前三季度
(1 – 9 月)
(未經審計)

2,704,247,948.97
2,704,247,948.97
1,774,861,674.81
945,757,666.20
21,340,174.76
158,732,450.58
98,646,585.84
559,903,315.37
-9,518,517.94
2,975,844.94
10,495,815.66
51,774,232.88
321,014.81
-4,115,585.82

1,831,791,210.40
1,831,791,210.40
1,444,519,765.27
766,355,023.34
6,694,877.48
119,176,750.18
77,846,949.92
476,680,565.67
-2,234,401.32
1,298,335.49
6,781,259.30
73,549,395.79
-4,667,187.70
-4,667,187.70

1,698,517.81
-8,124,483.49

-2,573,821.03

-87,679,395.66

-29,232,548.92

1,545,411.70
888,921,572.21
111,322.51
300.00
889,032,594.72
2,063,443.43
886,969,151.29

160,177.55
424,507,460.82
785.93
2,574.35
424,505,672.40
7,850,616.99
416,655,055.41

886,969,151.29

416,655,055.41

859,172,995.67
27,796,155.62
3,631,103.51
3,631,103.51

388,227,526.69
28,427,528.72
-156,256.32
-156,256.32

將重分類進損益的其他綜合收益
外幣財務報表折算差額
七、綜合收益總額
（一）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綜合收
益總額
（二）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綜合收益總
額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二）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3,631,103.51
3,631,103.51
890,600,254.80
862,804,099.18

-156,256.32
-156,256.32
416,498,799.09
388,071,270.37

27,796,155.62

28,427,528.72

1.05
1.05

0.54
0.54

本期發生同一控制下企業合併的，被合併方在合併前實現的淨利潤為：0 元，上期被合併
方實現的淨利潤為：0 元。
合併現金流量表
2022 年 1 - 9 月
項目

一、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銷售商品、提供勞務收到的現金
收到的稅費返還
收到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購買商品、接受勞務支付的現金
支付給職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
支付的各項稅費
支付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二、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收回投資收到的現金
取得投資收益收到的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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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前三季度
(1 – 9月)
未經審計

人民幣元
2021年前三季度
(1 – 9月)
未經審計

2,619,490,649.96
18,008,270.96
21,893,963.98
2,659,392,884.90
1,442,000,565.72
636,292,519.54
201,211,494.06
113,582,797.94
2,393,087,377.26
266,305,507.64

2,081,554,188.70
9,616,832.09
55,257,227.32
2,146,428,248.11
997,936,708.19
507,753,835.15
54,904,957.37
206,654,803.85
1,767,250,304.56
379,177,943.55

382,768,408.22
1,392,566.83

-

處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收
回的現金淨額
收到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支
付的現金
投資支付的現金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三、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吸收投資收到的現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現金
收到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籌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償還債務支付的現金
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利息支付的現金
支付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籌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四、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五、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額
加：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六、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9,253.11

224,311.29

6,337,669.51
390,507,897.67
456,285,236.93

3,976,334.68
4,200,645.97
447,010,883.85

135,000,000.00
591,285,236.93
-200,777,339.26

199,344,002.98
646,354,886.83
-642,154,240.86

537,173,300.00
280,054.78
537,453,354.78
74,730,406.29
52,912,998.28
15,472,605.44
143,116,010.01
394,337,344.77
-36,772.09
459,828,741.06
415,755,306.55
875,584,047.61

680,282,781.80
94,900,000.00
775,182,781.80
1,298,335.49
12,561,662.19
13,859,997.68
761,322,784.12
-932,391.68
497,414,095.13
279,369,367.09
776,783,462.22

2022 年起首次執行新會計準則或準則解釋等涉及調整首次執行當年年初的財務報表

適用 ✓ 不適用
承董事會命
上海復旦微電子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蔣國興
主席
中國，上海，2022 年 10 月 28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蔣國興先生、施雷先生、俞軍先生及程君俠女士；
非執行董事為章倩苓女士、吳平先生、劉華艷女士及孫崢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曹鍾
勇先生、蔡敏勇先生、王頻先生及鄒甫文女士。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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