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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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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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9 年度共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40,767,471.48 元。母公司 2019 年实现净利润 136,554,810.06 元，按公司章程规定提取法定盈余

公积 13,655,481.01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533,084,828.33 元，减去 2018 年度实际分配的普通股

股利 31,482,443.28 元，2019 年度实际可供全体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624,501,714.10 元。 

为了更好地回报投资者，与投资者共享公司成长收益，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

提下，公司拟以 2019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的可参与分配的股本数量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1 元（含税），预计共派发现金股利 77,422,478.54 元，剩

余利润转至以后年度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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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贝岭 600171 G贝岭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周承捷 

办公地址 上海市宜山路810号 

电话 021-24261157 

电子信箱 bloffice@belling.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 

上海贝岭是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提供模拟和数模混合集成电路及系统解决方案。公司专注于

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和产品应用开发，是国内集成电路产品主要供应商之一，也是上海集成电路设

计业前十名企业。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发展消费类和工控类两大产品板块业务，公司集成电路产

品业务细分为智能计量及 SoC、电源管理、非挥发存储器、高速高精度 ADC、工控半导体等五大

产品领域，主要目标市场为电表、手机、液晶电视及平板显示、机顶盒等各类工业及消费电子产

品。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拓展销售渠道，与主要的芯片厂商、销售渠道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建

立了完善的营销网络体系。公司经营模式从 IDM 模式中转型而来，对生产经营和质量保障有独特

的理解和实践经验，拥有运营保障核心竞争力。 

（2）经营模式 

公司主业属于集成电路设计业，采用无晶圆生产线的集成电路设计模式（Fabless），公司只进

行集成电路的设计和销售，将晶圆制造、电路封装和测试等生产环节分别外包给专业的晶圆制造

企业、封装和测试企业来完成。目前公司的晶圆制造环节主要由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上海）

有限公司、上海积塔半导体有限公司、上海华虹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等国内晶圆流片加工企

业完成。芯片封装环节主要由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长电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国内封装企业完成。芯片测试环节主要委托无锡市华宇光微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有限公司等国内专业测试公司完成。 

 

半导体产业链示意图 

（3）行业情况 

报告期内，全球半导体产业出现了一定的反全球化的现象，对全球的半导体产业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产业也在 2019 年进入了下行周期。根据 WSTS 统计，2019 年全球半导体市场销售额 4121

亿美元，同比下降了 12.1%，出现了自 2008 年以来的首次两位数负增长。 

相比全球半导体市场，中国半导体市场虽受相关因素影响，但依旧保持了相对良好的走势。

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统计，2019 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额为 7562.3 亿元，同比增长 15.8%。

其中，IC 设计业销售额为 3063.5 亿元，同比增长 21.6%；IC 制造业销售额为 2149.1 亿元，同比

增长 18.2%；IC 封装测试业销售额 2349.7 亿元，同比增长 7.1%。根据海关统计，2019 年中国进

口集成电路 4451.3 亿块，同比增长 6.6%；进口金额 3055.5 亿美元，同比下降 2.1%。出口集成电

路 2187 亿块，同比增长 0.7%；出口金额 1015.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 

近年来，集成电路产业政策频出。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规范和促进集成电路行业发展

的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同时通过设立产业投资基金、鼓励产业资本投资等多种形式为行业发展

提供资本助力。 

2019 年，5G 部署进入关键阶段，商用建设加速，同时拉动换机潮，利好芯片行业发展。2019

年 7 月，科创板正式开板，上市企业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其中半导体产业首批科创板上市的有

五家。2019 年 10 月 18 日，以“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下的上海集成电路”为主题的“2019中国（上海）

集成电路创新峰会”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并发布了国家集成电路创新中心牵头制定的《中国集成

电路技术路线图（初稿）》，这是我国首次发布集成电路技术路线图。 

随着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的加速融合，集成电路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多，本土集成电路企业凭

借贴近市场贴近用户的优势，在各个细分领域有更大可以发挥的作用的地方。同时，随着技术积

累与发展，本土 IC 产品也将从中低端升级到存储、模拟、射频等更多战略级通用或者量大面广的

高端产品上。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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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3,392,412,639.94 3,039,057,789.24 2,707,774,060.13 11.63 2,747,915,332.57 

营业收入 878,629,217.06 784,344,437.44 784,344,437.44 12.02 561,873,977.23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40,767,471.48 145,089,169.93 102,037,124.54 65.94 173,653,485.93 

归属于上市 123,519,556.65 87,659,589.35 81,897,043.96 40.91 56,563,643.43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042,899,051.81 2,710,271,922.55 2,428,680,752.81 12.27 2,393,470,746.46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35,040,047.31 102,396,972.47 102,396,972.47 31.88 18,674,683.90 

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 

0.34 0.21 0.15 61.90 0.26 

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 

0.34 0.21 0.15 61.90 0.26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8.22 5.43 4.25 

增加

2.79个

百分点 

8.8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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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319,662.87 206,632,380.04 248,924,116.05 236,753,058.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98,215,049.28 45,615,771.04 27,232,009.74 69,704,641.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22,442,825.10 41,196,395.50 28,557,302.61 31,323,033.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516,526.94 34,331,634.86 20,357,274.76 75,834,6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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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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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49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5,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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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 0 178,200,000 25.32 0 质押 59,696,258 
国有

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0 30,619,700 4.35 0 无 0 其他 

亓蓉 0 9,417,638 1.34 9,417,638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陈强 0 6,579,445 0.93 6,579,445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证 5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446,612 5,485,856 0.78 0 无 0 其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博时中证央企创

新驱动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310,865 5,310,865 0.75 0 无 0 其他 

深圳市宝新微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0 4,773,323 0.68 4,773,323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实中证央企创

新驱动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379,400 4,379,400 0.62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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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3,977 3,903,977 0.55 0 无 0 其他 

周立功 3,850,027 3,850,027 0.55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与表中所列其他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股东未发现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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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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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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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9 年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87,862.92 万元，较上年增长 12.02%；其中：主营业务收入为



83,223.12 万元，较上年增长 12.51%；其他业务收入为 4,639.80 万元，较上年增长 3.87%。2019

年公司共实现毛利 26,235.45 万元，其中：主营业务毛利为 22,081.93 万元，较上年增长 5,432.25

万元，增幅为 32.63%；其他业务毛利为 4,153.53 万元，较上年增长 714.53 万元，幅为 20.78%。 

2019 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351.96 万元，较上年

8,765.96 万元相比增长 40.91%。增长原因主要系公司 IC 设计业务较同期增长所致。 

 

1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2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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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会计政策变更 

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 年修订）》（财会

〔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 号），于

2017 年 5 月 2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

14 号）（上述准则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

工具准则。 

本集团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前述新金融工具准则。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所有已确认金融资产，其后续均按摊余成本或公允价值计量。在新金融

工具准则施行日，以本集团该日既有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以金融资

产初始确认时的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该金融资产上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分为三类：

按摊余成本计量、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及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其中，对于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投资，当该金融资产

终止确认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将从其他综合收益转入留存收益，不计入

当期损益。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集团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租赁应收款、及财务担保合同计提减值

准备并确认信用减值损失。 

本集团追溯应用新金融工具准则，但对于分类和计量（含减值）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

与新金融工具准则不一致的，本集团选择不进行重述。因此，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

本集团调整 2019 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2018 年度的

财务报表未予重述。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集团的主要变化和影响如下： 

——本集团于 2019年 1月 1日及以后将持有的部分非上市交易性股权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列报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本集团在日常资金管理中将部分银行承兑汇票背书，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又以出售金

融资产为目标，因此，本集团在 2019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将该等应收票据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金融资产类别，列报为应收款项融资。 

A、首次执行日前后资产分类和计量对比表 

a、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如下：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变更前） 2019 年 1 月 1 日（变更后） 

项 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项  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9,059,929.42 

交易性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 

9,059,929.42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59,173,737.28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36,947,727.36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 

22,225,984.76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152,083,483.18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152,042,414.12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11,615,884.60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4,089,515.75 

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6,699,596.46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权益工具） 

 138,853,432.06 交易性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 

372,777,114.62 

以成本计量（权益工具） 97,685,572.17 

b、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变更前） 2019 年 1 月 1 日（变更后） 

项  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项  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9,059,929.42 

交易性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9,059,929.42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36,213,733.78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20,051,070.72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16,162,637.90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53,046,691.48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53,033,598.73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8,113,580.90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7,020,492.76 

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327,754.58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权

益工具） 

90,501,386.50 交易性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324,425,069.06 

以成本计量（权益工具） 97,685,572.17 

B、首次执行日，原金融资产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

新金融资产账面价值列示的调节表如下： 



a、对合并报表的影响 

项  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变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 年 1 月 1 日

（变更后） 

摊余成本：     

应收票据 59,173,737.28    

减：转出至应收款项融资  -22,225,984.76   

重新计量：预计信用损失准备   -25.16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36,947,727.36 

应收账款 152,083,483.18    

重新计量：预计信用损失准备   -41,069.06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152,042,414.12 

其他应收款 11,615,884.60    

减：转出至其他流动资产  -6,699,596.46   

重新计量：预计信用损失准备   -826,772.39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4,089,515.75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成本计量-权

益工具（原准则） 
97,685,572.17    

减：转出至交易性金融资产  -97,685,572.17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 

其他流动资产 70,540,270.75    

重新计量：定期存款应收利息  6,699,596.46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77,239,867.2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原准则） 
9,059,929.42    

减：转入交易性金融资产  -9,059,929.42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 

交易性金融资产 ——    

加：自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原准则）

转入 

 9,059,929.4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权

益工具（原准则）转入 

  138,853,432.0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成本计量-权

益工具（原准则）转入 
 97,685,572.17   

重新计量：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成

本计量-权益工具（原准则） 
  136,238,110.39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381,837,044.0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 138,853,432.06    



项  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变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 年 1 月 1 日

（变更后）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权

益工具（原准则） 

减：转出至交易性金融资产  -138,853,432.06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 

应收款项融资 ——    

从应收票据转入  22,225,984.76   

重新计量：预计信用损失准备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22,225,984.76 

b、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项  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变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 年 1 月 1 日

（变更后） 

摊余成本：     

应收票据 36,213,733.78    

减：转出至应收款项融资  -16,162,637.90   

重新计量：预计信用损失准备   -25.16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20,051,070.72 

应收账款 53,046,691.48    

重新计量：预计信用损失准备   -13,092.75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53,033,598.73 

其他应收款 8,113,580.90    

减：转出至其他流动资产  -327,754.58   

重新计量：预计信用损失准备   -765,333.56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7,020,492.7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成本计量-权益

工具（原准则） 
97,685,572.17    

减：转出至交易性金融资产  -97,685,572.17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 

其他流动资产 28,841.52    

重新计量：定期存款应收利息  327,754.58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356,596.1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原准则） 
9,059,929.42    

减：转入交易性金融资产  -9,059,929.42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 

交易性金融资产 ——    

加：自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9,059,929.42   



项  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变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 年 1 月 1 日

（变更后）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原准则）转入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权益工具

（原准则）转入 

 90,501,386.5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成本计量-权益

工具（原准则）转入 
 97,685,572.17   

重新计量：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成本

计量-权益工具（原准则） 
  136,238,110.39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333,484,998.48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权益工具

（原准则） 

90,501,386.50    

减：转出至交易性金融资产  -90,501,386.50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 

应收款项融资 ——    

从应收票据转入  16,162,637.90   

重新计量：预计信用损失准备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16,162,637.90 

C、对 2019 年 1 月 1 日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影响 

项  目 合并未分配利润 合并盈余公积 合并其他综合收益 

2018 年 12 月 31 日 426,142,937.21 152,988,737.44 -8,921,815.20 

1、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重分类为交

易性金融资产 
98,463,249.33 8,417,329.31 8,921,815.20 

2、应收款项减值的重新计量 -35,638.23 -1,112.88  

3、其他应收款减值的重新计量 -639,248.70 -65,053.36  

4、应收票据减值的重新计量 -19.25 -2.14  

2019 年 1 月 1 日 523,931,280.36 161,339,898.37  

②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 2019 年 8 月 23 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因本集团所持有的投

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有助于增强公司财务信息的准确性，

便于本集团管理层及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真实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且本集团所持有的投资性房

地产所在地有活跃的房地产租赁和交易市场，能够从房地产市场上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

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能够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做出科学合理的估计，投资性房地产的公

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取得。 

自 2019年 1月 1日起对本公司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方法由成本模式计量变更为公允价值

模式计量。变更后执行的会计政策详见附注四、14“投资性房地产”。本集团变更重要会计政策，

需要对比较数据进行追溯调整的，本集团已进行了相应追溯调整。本集团会计政策变更对财务报

表比较数据的追溯调整情况如下： 

A、对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8 度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数 



项  目 变更前 
调整影响数 

（增加+/减少-） 
变更后 

投资性房地产 177,366,270.89 331,283,729.11 508,650,00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2,087,036.68 49,692,559.37 51,779,596.05 

盈余公积 152,988,737.44 28,159,116.97 181,147,854.41 

未分配利润 426,142,937.21 253,432,052.77 679,574,989.9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428,680,752.81 281,591,169.74 2,710,271,922.55 

少数股东权益 29,038,066.75  29,038,066.75 

所有者权益合计 2,457,718,819.56 281,591,169.74 2,739,309,989.30 

营业成本 583,457,717.20 -6,779,465.17 576,678,252.03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87,346.52 43,870,000.00 44,157,346.52 

所得税费用 1,313,558.75 7,597,419.78 8,910,978.53 

净利润 103,345,273.01 43,052,045.39 146,397,318.4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2,037,124.54 43,052,045.39 145,089,169.93 

  少数股东损益 1,308,148.47  1,308,148.47 

B、对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8 度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项  目 变更前 
调整影响数 

（增加+/减少-） 
变更后 

投资性房地产 177,366,270.89 331,283,729.11 508,650,00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92,265.16 49,692,559.37 49,784,824.53 

盈余公积 152,988,737.44 28,159,116.97 181,147,854.41 

未分配利润 204,492,327.16 253,432,052.77 457,924,379.9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184,322,857.22 281,591,169.74 2,465,914,026.96 

所有者权益合计 2,184,322,857.22 281,591,169.74 2,465,914,026.96 

营业成本 278,318,355.10 -6,779,465.17 271,538,889.93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87,346.52 43,870,000.00 44,157,346.52 

所得税费用 -2,581,907.96 7,597,419.78 5,015,511.82 

净利润 20,755,440.45 43,052,045.39 63,807,485.84 

③财务报表格式变更 

财政部于2019年4月、9月分别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号）、《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对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合并财务报表格式作出了修订，本公司已根据其要求按照一般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适用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合并财务报表格式编制财务

报表。主要变化如下： 

A、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行项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将“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行项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 

B、新增“应收款项融资”行项目； 

C、列报于“其他应收款”或“其他应付款”行项目的应收利息或应付利息，仅反映相关金融工具

已到期可收取或应支付，但于资产负债表日尚未收到或支付的利息；基于实际利率法计提的金融

工具的利息包含在相应金融工具的账面余额中； 

D、明确“递延收益”行项目中摊销期限只剩一年或不足一年的，或预计在一年内（含一年）



进行摊销的部分，不得归类为流动负债，仍在该项目中填列，不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行项目； 

E、将“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行项目自“其他收益”行项目前下移至“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行项目后，并将“信用减值损失”行项目列于“资产减值损失”行项目之前； 

F、“投资收益”行项目的其中项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行项目。本集

团根据上述列报要求相应追溯重述了比较报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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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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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的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分别是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岭芯微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锐

能微科技有限公司、香港海华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