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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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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郑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符强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32,801,469,804.09  33,581,893,568.01  -2.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2,891,982,977.66  12,627,430,980.43  2.1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148,584,190.25 169,193,210.11 578.8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5,708,103,216.96 4,514,773,490.97 26.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33,787,621.75 -46,516,845.29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06,357,304.63 -167,825,972.95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05 -0.38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3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3 不适用 

 

注：为了进一步提高公司资产营运效率，报告期公司优化了封装产品购销业务模式。在生产

销售产品过程中，不再对产品的主要原料承担存货风险。根据收入准则的相关判断原则，在报告

期对该部分收入依照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按净额法列示，使报告期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均下降 8.03

亿元，对报告期净利润未产生影响。假设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中以总额法列示上述 8.03亿元（依

照会计准则规定需按净额法列示），则报告期营收为 65.11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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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515,816.0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

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4,096,572.6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5,675,707.3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2,155.50  

所得税影响额 -4,474,208.82  

合计 27,430,317.12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70,72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 
304,546,165 19.00 304,546,165 无  国有法人 

芯电半导体（上海）有限

公司 
228,833,996 14.28 228,833,996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40,331,886 2.52  未知  未知 

无锡金投领航产业升级并

购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33,579,583 2.09 33,579,583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31,954,732 1.99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31,363,300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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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12,605 1.55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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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1,580,411 1.35  未知  未知 

孙靖 19,747,254 1.23  未知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发双擎升级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9,046,676 1.19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国证

半导体芯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40,331,886 人民币普通股 40,331,886 

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31,954,732 人民币普通股 31,954,73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1,363,300 人民币普通股 31,36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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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12,605 人民币普通股 24,812,60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河创新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580,411 人民币普通股 21,580,411 

孙靖 19,747,254 人民币普通股 19,747,25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双擎

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046,676 人民币普通股 19,046,676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联安中

证全指半导体产品与设备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859,850 人民币普通股 15,859,85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创新

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921,981 人民币普通股 14,921,981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高毅邻山 1号远望基金 
11,589,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589,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无实际控制人，前两大股东分别为：国家集成电路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芯电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

前两大股东之间不存在任何一致行动关系,其他股东之间

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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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衍生金融资产 180,674.37 4,119,413.24 -95.61 
主要系星科金朋发生的远期结

售汇交易 

应收款项融资 39,363,670.87 67,584,630.96 -41.76 主要系应收票据到期结算 

应付票据 652,010,110.73 958,145,682.25 -31.95 主要系银行承兑汇票减少 

预收款项 0.00 112,646,926.13 不适用 主要系会计政策变更所致 

合同负债 73,173,140.74 0.00 不适用 主要系会计政策变更所致 

长期借款 3,037,255,169.36 1,584,384,891.47 91.70 主要系长期借款增加 

应付债券 1,000,000,000.00 0.00 不适用 主要系发行中期票据 

长期应付职工薪

酬 
2,045,009.96 1,405,672.34 45.48 

主要系韩国子公司设定收益计

划价值变动 

其他综合收益 559,711,303.19  428,946,927.71  30.48 主要系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未分配利润 365,073,592.09 231,285,970.34 57.85 主要系报告期盈利 

利润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2020年 1-3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 

（2019年 1-3 月）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146,866,963.10 247,960,718.09 -40.77 
主要系利息费用及汇兑损失减

少 

其他收益 34,096,572.65 143,267,973.38 -76.20 
主要系收到并确认收益的政府

补助减少 

净敞口套期收益 -1,677,212.22 0.00 不适用 主要系会计政策变更重分类 

信用减值损失 4,897,177.94 1,461,773.07 235.02 
主要系报告期末应收款余额减

少，坏账准备相应减少 

资产处置收益 3,595,368.41 -64,624.42 不适用 主要系对外资产处置收益增加 

营业外收入 129,297.09 472,293.14 -72.62 主要系各项其他收入同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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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支出 5,920,556.72 3,532,845.12 67.59 主要系本期疫情捐款 500万元 

所得税费用 15,361,632.22 -184,374,430.08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业绩增长应纳税所

得额增加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33,787,621.75 -46,516,845.29 不适用 主要系收入增长、毛利率提高 

少数股东损益 314,749.29 460,603.08 -31.67 
主要系子公司实现的少数股东

损益减少 

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130,764,375.48 -212,318,509.95 不适用 

主要系汇率波动影响外币报表

折算差额 

基本每股收益 0.08 -0.03 不适用 主要系收入增长、毛利率提高 

现流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2020年 1-3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 

（2019年 1-3 月）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222,820,490.19 84,045,680.63 165.12 主要系增值税退税增加 

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292,911,054.91 166,305,244.26 76.13 主要系收回票据保证金较多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48,584,190.25 169,193,210.11 578.86 

主要系营业额同比增长，销售

回款增加 

收回投资收到的

现金 
72,000.00 15,900,000.00 -99.55 主要系上期收到股权转让款 

取得投资收益收

到的现金 
36,000.00 23,850,000.00 -99.85 

主要系收上期收到新顺微电

子、深长电的分红款 

收到其他与投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0.00 20,000,000.00 不适用 

主要系上期收到上海厂搬迁最

后一笔补偿款 

分配股利、利润或

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163,937,060.56 301,119,352.01 -45.56 
主要系上期支付优先票据溢价

等财务费用 

支付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173,393,562.04 432,652,569.27 -59.92 主要系偿还融资租赁同比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54,966,037.90 -1,699,379,444.28 不适用 主要系上期归还债务较多 

汇率变动对现金

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22,800,903.29 -20,118,766.71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汇率变化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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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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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郑力 

日期 2020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