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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01                            证券简称：振芯科技                          公告编号：2018-068 

成都振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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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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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芯科技 股票代码 3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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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国勇 陈思莉 

办公地址 成都高新区高朋大道 1 号 成都高新区高朋大道 1 号 

电话 028-65557625 028-65557625 

电子信箱 corpro@corpro.cn corpro@corpro.cn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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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989,188.17 202,536,374.61 -1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325,262.32 24,558,929.66 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1,965,692.74 19,174,228.93 14.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2,498,040.51 -86,447,925.77 230.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73 0.0442 7.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73 0.0442 7.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0% 2.90% 增长 0.10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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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总资产（元） 1,515,497,167.48 1,277,215,811.43 18.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44,756,879.36 865,252,954.11 9.1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70,117（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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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成都国腾电子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83% 165,860,000 0   

上海果数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32% 24,000,000 0 质押 24,0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39% 13,278,8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鹏

华中证国防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2.03% 11,269,554 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富

国中证军工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83% 10,189,13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创业板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9% 4,949,550 0   

姚刚 境内自然人 0.86% 4,800,000 0 质押 4,800,000 

李勤 境内自然人 0.80% 4,460,000 0 质押 4,460,000 

徐奕 境内自然人 0.69% 3,833,046 3,653,046 质押 2,200,000 

史继军 境内自然人 0.50% 2,806,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姚刚系成都国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成都国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李勤、徐奕、史继军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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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东中，成都国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无限售股 139,860,000 股以外，还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26,0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 165,860,000 股无限售条件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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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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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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上半年，我国“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发射进入高密度期，全球组网进程全面提

速。同时，面对贸易争端等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多，国家从政策层面空前重视自主创新发展，

进一步明确了核心领域产品实现国产化的必要性和急迫性。报告期内，公司紧跟国家创新驱

动战略，继续加强新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加大民用市场开拓力度以及销售队伍建设，强化

了业务竞争力，在主营业务的研发及产业化继续保持了国内领先水平。上半年公司元器件、

视频图像业务实现较快增长，但受北斗卫星导航终端销售减少的影响，业绩较去年同期基本

持平。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098.9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0.64%；营业利润3,734.7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02%；利润总额3,747.9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15%；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32.53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7.19%。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1、加大研发投入，促进技术和产品升级 

报告期内，在高性能集成电路领域，公司主要在频率合成器、SoC、高速接口、软件无

线电等重点方向加大技术创新。在频率合成器方向，突破了国内SiGe工艺最高工作频率设计

极限，工作频率，相位噪声指标得到显著提升；在软件无线电方向，提升了镜频抑制、本振

泄露等性能指标，突破了宽带射频收发、误差校正、高速高精度连续时间采样等SDR关键技

术；视频处理芯片完成了图像增强处理算法、H.265编解码算法技术的芯片化，SoC产品性能

指标显著提升；自主研制的高速接口芯片突破了2.1Gbps同轴线双向数据收发、实现了

12.5Gbps高速传输收发，传输速率和传输距离指标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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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斗及卫星综合应用产品领域，北斗导航抗干扰SOC芯片、大S射频芯片等产品性能提

升和功耗进一步降低；北斗抗干扰车载终端在多项技术比测中获得第一，继续保持各型北斗

卫星导航终端在抗干扰、接收灵敏度、可靠性等方面指标领先水平；继续推进低成本、便携

式、融合信息及定制型等重点项目终端的研发进度和优化，解决技术难题；取得了救生终端

方向系列小型化单模、多模北斗嵌入式模块设计的技术突破，较大提升了发射功率、功耗等

指标；实现了北斗三号/GPS/GLONASS多系统多体制信号接收处理，成功研制了北斗三号

RNSS验证终端和MEO通信收发设备，多次参加了系统联调。 

2、主抓重点市场，自主创新产品拓展明显 

报告期内，基于外部环境变化，公司集成电路的核心产品应用迎来了市场机遇，重点产

品DDS、视频处理芯片的市场需求增速较快。公司立足“以科技创新夯实市场基础，以优质服

务赢得客户信任”，重点加强专用市场销售，逐步拓展通信、汽车、电子以及无人机图传等领

域，为实现从集成电路供应商到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奠定基础。 

在北斗应用方面，因行业订货减少，公司着重加大了北斗民用市场的拓展力度，基于低

成本、融合式应用方面的竞争优势，在智慧旅游、地灾监测、野外作业、智慧交通等领域取

得了一定进展。通过整合高精度应用服务与真三维数据管理，“橙魔方平台”初步具备了覆盖

四川高精度播发服务的能力，在铁道、地调、海事等行业得到良好推广，并创新开发了优徒

户外越野赛事保障平台、我行户外旅游系统在四姑娘山、青城山-都江堰“智慧景区+赛事合作”

服务等市场新模式。 

在视频图像领域，新产品方面，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警务督察领域，集成了流媒体

技术、智能算法、后台及前端的“智能督察系统”已上线并试运行，识别率从50%提升至70%。

在智慧城市、公安系统集成方面，继续加强与西南地区政法系统、通信运营商等传统客户资

源的市场跟进，参与了多个区县的天网项目和智慧社区项目。下一步将围绕智慧街道、社区

卫士，推进“智能化社区管控系统”在各地区开展推广并逐步试点。 

3、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加强公司凝聚力  

人才是公司核心战略资源，公司一直以来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才方针。重视人才建设，

为不断加强内部凝聚力，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股权激励计划。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关于向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等议案，最终向公司7名核心管理人员授予335万股限制性股票、28名核心骨干授予749.5

万份股票期权，建立了核心员工与公司共同成长、分享成果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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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有利于提高核心员工的积极性，有利于增强团队的凝聚力，有

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骨干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为实现公司的长远

发展而奋斗。下一步公司仍将继续完善多层级、多模式的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使人才“引得

来、用得好、留得住”。 

4、知识产权和品牌建设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新申报专利2项，其中发明专利2项；新申请软件著作权5项。截

止报告期末，公司及子公司累计获得授权专利144项，其中发明专利61项、实用新型专利71

项、外观设计专利12项；合计拥有软件著作权61项，合计获得注册商标31项。 

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获得四川省科技厅、财政厅等单位颁发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获得成都市经信委颁发的“军民融合企业认定证书”、“2018年成都市新经济百家重点培育企

业”、科技部颁发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资质”。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