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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石明达、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红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张荣辉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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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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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5,723,640,177.18 13,968,377,342.51 1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081,296,138.50 6,134,345,314.38 -0.8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467,276,167.42 23.26% 6,054,510,730.41 1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0,310,131.62 -15.82% -27,330,371.42 -116.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6,735,969.48 -46.88% -117,178,300.43 -198.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8,770,014.38 -116.12% 735,367,872.21 81.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20.00% -0.02 -1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20.00% -0.02 -11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4% -0.14% -0.45% -3.1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570,118.3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04,658,731.08 

主要为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和

按照会计准则规定自递延收益

转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75,662.21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670,053.8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86,528.82  

合计 89,847,929.0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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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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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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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华达微电子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35% 327,041,893 0 质押 136,510,000 

国家集成电路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72% 250,621,589 0   

南通招商江海产

业发展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0% 57,685,229 0   

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道康信斌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6% 46,885,442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2.08% 24,017,423 0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小盘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其他 1.16% 13,349,977 0   

秦皇岛宏兴钢铁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9% 10,311,70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四组合 
其他 0.54% 6,236,791 0   

陈慧 境内自然人 0.54% 6,219,10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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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富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1% 5,920,092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南通华达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327,041,893 人民币普通股 327,041,893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 
250,621,589 人民币普通股 250,621,589 

南通招商江海产业发展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7,685,229 人民币普通股 57,685,229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道康信斌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6,885,442 人民币普通股 46,885,44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4,017,423 人民币普通股 24,017,42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小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13,349,977 人民币普通股 13,349,977 

秦皇岛宏兴钢铁有限公司 10,311,700 人民币普通股 10,311,7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6,236,791 人民币普通股 6,236,791 

陈慧 6,219,104 人民币普通股 6,219,104 

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 
5,920,092 人民币普通股 5,920,09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第 10 大股东为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第 1 大股东与其他 8 名股东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报告期末公司信用账户持股明

细显示，自然人股东陈慧通过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份 6,127,304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91,800 股，合计持股 6,219,104

股，持股比例为 0.54%。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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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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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年初至报告期期末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报告期期末 期初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88,834,856.05 48,320,205.27 83.85% 主要系公司销售商品接受客户的银行承兑汇

票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7,964,201.46 36,736,134.92 -78.32% 主要系公司应收出口退税款减少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148,216,939.54 97,006,649.08 52.79% 主要系公司对通易合伙投资所致； 

在建工程 1,395,237,341.69 823,497,292.41 69.43% 主要系公司扩大规模，进行厂房装修改造、设

备投资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3,988,442,645.25 2,393,463,132.80 66.64% 主要系公司加大投资力度，银行短期借款增加

所致； 

应付票据 22,400,000.00 0 100% 主要系公司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支付货款所致； 

预收款项 8,363,220.62 20,572,115.14 -59.35% 主要系公司预收货款减少所致； 

长期借款 478,399,551.87 360,799,551.87 32.59% 主要系公司加大投资力度，银行长期借款增加

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56,431,673.84 88,309,789.87 77.14% 主要系汇率波动影响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增加

所致。 

 

(2)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合并利润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6,054,510,730.41 5,480,022,086.91 10.48% 主要系公司加大市场开拓力度，2019年第三

季度，国内客户订单饱满，通富超威苏州、

通富超威槟城海外客户订单大幅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 5,272,633,622.92 4,594,374,409.20 14.76% 主要系公司生产规模扩大，成本增加所致； 

税金及附加 25,085,173.09 18,399,775.91 36.33% 主要系公司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54,527,797.29 43,105,780.37 258.49% 主要系公司汇率波动产生汇兑收益减少及利

息支出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104,658,731.08 49,922,930.80 109.64% 主要系公司与日常经营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

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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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收益 310,290.46 532,361.96 -41.71% 主要系公司权益法核算确认的投资收益减少

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821,066.57 -9,439,992.54 129.88% 主要系公司坏账准备转回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902,534.29 -5,352,001.61 116.86% 主要系公司存货减值准备转回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570,118.38 -778,307.86 173.25% 主要系公司处置固定资产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利润 -68,135,886.74 171,160,849.85 -139.81% 主要系公司各项收入、成本、费用综合影响

所致； 

利润总额 -62,386,690.32 177,345,785.95 -135.18% 主要系公司各项收入、成本、费用综合影响

所致； 

所得税费用 -47,203,840.50 -2,564,509.66 -1740.66% 主要系公司递延所得税费用减少所致； 

净利润 -15,182,849.82 179,910,295.61 -108.44% 主要系公司各项收入、成本、费用综合影响

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7,330,371.42 160,962,399.06 -116.98% 主要系公司各项收入、成本、费用综合影响

所致。 

 

（3）年初至期末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370,441,908.98 266,256,111.26 39.13% 主要系公司收到出口退税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92,866,860.89 45,122,211.05 105.81% 主要系公司收到的政府补贴增加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22,364,328.16 48,314,239.94 

 

-53.71% 

 

主要系公司支付的企业所得税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35,367,872.21 

 

404,326,622.42 

 

81.87% 

 

主要系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扣除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后净增

加，及收到政府补贴增加综合影响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

金 

837,119.36 

 

0.00 100% 主要系公司定期存款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

现金净额 

1,034,596.83 

 

425,317.00 

 

143.25% 

 

主要系处置固定资产收回的现金增加所致；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

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15,621,164.47 0.00 100% 主要系公司并购FSB支付交易对价款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0.00 348,000,000.00 

 

-100% 主要系去年同期合肥海恒集团、合肥产业基

金对合肥通富投资款增加，而报告期内无此

类事项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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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4,499,523,675.71 

 

2,479,877,967.65 

 

81.44% 

 

主要系公司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251,560,183.33 400,000,000.00 -37.11% 主要系公司去年同期收到融资租赁款，而本

报告期为收到国内信用证贴现资金，两者金

额差异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3,089,520,331.46 2,109,591,681.31 46.45% 主要系公司偿还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

息支付的现金 

167,350,573.69 

 

96,449,851.39 

 

73.51% 

 

主要系公司进行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支付

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181,767,611.08 

 

96,682,978.75 

 

88.00% 

 

主要系公司进行了股份回购、支付的融资租

赁款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312,445,342.81 

 

925,153,456.20 

 

41.86% 

 

主要系公司银行借款、国内信用证贴现等流

入，与偿还银行借款、支付融资租赁款、付

息、分红、回购股份等流出，综合影响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的影响 

17,273,890.75 65,468,010.56 -73.61% 主要系汇率波动产生对现金流量的影响所

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154,842,657.95 -282,222,542.70 154.87% 主要系公司现金流量项目变化综合影响所

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5,920,0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1%，最

高成交价为8.8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7.97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49,900,111.60元（不含交易费用）。回购股份情况符合公司

股份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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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六、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 年 07 月 2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9 年 7 月 29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9 月 2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9 年 9 月 23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石明达 

2019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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