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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振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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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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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思莉 张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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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28-65557625 028-65557625 

电话 028-65557625 028-65557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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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专注于“元器件—终端—系统—服务”的一体化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运营，主要

产品及业务包括集成电路、北斗导航终端关键元器件、北斗导航终端销售及运营服务、视频

图像、安防监控等。报告期，公司积极克服疫情影响，全力备产供货，科研技术、产品化能

力在同行业中继续保持了明显优势。报告期主要业务及情况如下： 

1、集成电路产品 

公司自主设计研制的集成电路产品按应用分为视讯类、导航类、通信类；按功能分为射



成都振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频类、接口类和SoC类。目前已形成包括通用接口、视频信号处理和传输、软件无线电（SDR）、

锁相环（PLL）、时钟、硅基多功能MMIC、直接数字频率合成器（DDS）、转换器、北斗关

键器件等9个系列数百种产品。 

报告期，公司基于市场需求加强了对重点应用方向的新产品开发，重点突破了射频收发、

高速信号、接口、转换器等核心技术，实现了软件无线电、转换器、高速接口、北斗三号器

件等重点产品的创新和升级。 

2、北斗应用 

公司在北斗应用领域具备“元器件—终端—系统及运营”的完整产业链发展格局。主要产

品及应用包括： 

      1）北斗终端关键元器件：包括基带、射频、组件等。 

2）北斗终端：包括手持型、车载型、指挥型等9大系列100多种终端。 

3）系统及运营：基于北斗系统提供的定位、导航、授时、短报文服务等，结合行业需求

拓展北斗系统应用及运营服务。 

2020年是北斗全球导航系统组网元年，公司重点加强了北斗三号相关产品的研制及应

用，开展了基于位置服务的融合式应用研究。重点完成了北斗三号某型基带、双模手持终端、

多频验证终端等研制开发，部分样机已提交用户。新产品方面推出了应急终端、北斗器件、

智能监测终端、组合定位车载终端等，满足了行业用户需求。在应用方面，公司完成了GNSS

高精度接收机研制技术突破，加入物联网平台，升级了“集设备运维、数据采集、监测预警于

一体”的地灾监测平台3.0，着力打造地质灾害防治综合应用平台，并在某地完成试点应用。

同时基于“卫星互联网综合应用服务云平台”项目，公司围绕西南地区推动区域合作，重点拓

展以国土地灾、应急管理、交通运输、精准城市为重点领域，推出了以GNSS高精度接收机、

火线V1.0、高精度静态解算软件、遥测终端、雨量站、裂缝站为核心的地灾产品体系在国土

地质灾害的监测应用，部分产品已应用于江西、凉山、贵州等地质灾害项目。 

3、视频图像安防监控 

公司是国内安防监控领域产品及解决方案的提供商，围绕“图像、智能、光电、平台”技

术发展方向开展相关业务，目前已涉及平安城市建设、智能交通领域、应急指挥管理、图像

综合应用等多个领域。在产品方面，公司自主研制了包括机载光电吊舱、计算机、多功能摄

像机、图像增强软件、视频识别、轨迹跟踪处理等系列化产品，并在项目中得到应用。 

报告期，在产品销售方面，公司除已规模化销售的光电配套产品外，动捕摄像机、机场

管控、网上智能督察、机载光电吊舱等产品市场也逐步得到稳步拓展。2020年受疫情影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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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程项目建设期有所延迟，公司基于整体战略规划，在平安城市、智慧城市方面主动收缩

拓展范围，以承接优质项目为主，集中力量保障西南重点片区的项目推进。同时，公司在报

告期加大力度推进视频图像智能化产品在公安、机场信息化领域相关项目的落地。其中，“警

务督察”信息管理系统通过多个用户测试，功能得到进一步完善，为后期大规模推广提供了基

础；机场进程管控系统完成3.0版本开发，已上线12个国内大型机场，技术指标趋于成熟，系

统趋于稳定；基于机场管控进一步拓展进入航班地面保障系统建设项目，已完成航班地面保

障智能部分算法的研发和联调测试。 

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行业的地位，详见全文“第

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九、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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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577,177,641.22 471,613,448.07 22.38% 443,563,011.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610,524.11 4,586,765.52 1,657.46% 16,169,99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600,905.03 -19,728,181.70 356.49% -12,973,328.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4,524,865.09 -42,837,709.52 390.69% 86,958,382.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44 0.0082 1,660.98% 0.02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44 0.0082 1,660.98% 0.02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33% 0.50% 增长 7.83 个百分点 1.74%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946,919,536.65 1,648,156,142.39 18.13% 1,545,715,73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13,488,342.69 929,177,015.53 9.07% 930,820,992.8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7,501,483.00 102,691,044.42 151,990,471.03 254,994,642.77 



成都振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05,152.08 6,940,222.97 39,327,546.37 29,737,602.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58,114.03 -340,759.67 30,280,980.28 17,902,570.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071,744.50 -67,186,469.94 18,037,365.09 204,745,714.4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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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934（户）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63,411（户）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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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6% 165,860,0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农银汇理新

能源主题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70% 9,477,009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国泰 CES 半导体

芯片行业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2% 5,153,152 0   

邹瀚枢 境外自然人 0.90% 5,006,615 0   

姚刚 境内自然人 0.84% 4,706,3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0.74% 4,105,285 0   

李勤 境内自然人 0.69% 3,821,602 0   

安健 境内自然人 0.56% 3,132,900 0   

陈彩英 境内自然人 0.50% 2,794,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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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农银汇理工

业 4.0 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4% 2,4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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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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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实际控制人。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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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作为“十三五”的收官之年，面对新冠疫情和国内外经济下行的双重压力，公司管

理层及全体员工齐心协力，攻坚克难，紧抓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及集成电路市场需求增长的机

遇，围绕“抓市场，强研发，增效率”的指导思想，超额完成了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公司

业绩更上一个台阶，为公司“十四五”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报告期内，公司以用户需求为

导向，坚持产品化发展战略，在核心技术研发与市场开拓方面均取得了不错成绩，同时积极

实施外延投资并购，实现优势互补，巩固了公司以技术和产品赢得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公司通过对治理结构的有效改善，进一步保障了上市公司的独立稳定运行，确

保了上市公司发展战略、经营决策的一惯性和持续性，实现了公司2020年度业绩的高增长。 

报告期内，受益于北斗系统全球组网及集成电路行业发展提速，公司主营业务中毛利率

相对较高的卫星导航终端、元器件及模块销售实现了较快增长，收入结构变化使公司整体毛

利率由2019年的50.35%提升至53.99%；安防监控业务受疫情影响，收入规模出现一定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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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公司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57,717.76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22.38%；营业利润10,337.58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6,778.87%；利润总额9,436.28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249.03%；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061.05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657.46%。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集成电路业务 208,432,212.08 121,917,110.29 58.49% 26.44% 129.79% 1.51% 

北斗终端及运营 250,589,745.35 148,482,846.41 59.25% 60.30% 140.53% -8.34% 

安防监控 116,879,167.65 40,000,227.90 34.22% -18.34% 18.29% 10.60% 

其他 1,276,516.14 1,203,756.94 94.30% -82.53% -70.37% 38.72%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7,717.7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2.38%。 

驱动主营业务收入变化的具体因素如下： 

（1）受益于集成电路行业市场需求增长、公司积极推进产品生产交付，以及项目承接量、

研发进度及验收节点影响，本期集成电路业务实现收入共计20,843.2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6.44%。 

（2）受益于行业订货增长及北斗全球系统组网，公司积极推进产品生产交付，本期北斗

终端及运营业务实现收入共计25,058.9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0.30%。 

（3）受制于疫情期间现场施工进度推迟影响，本期安防监控业务实现销售收入11,687.92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8.34%。 

报告期公司营业成本26,557.3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43%，营业成本增加主要系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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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增加所致。 

报告期发生期间费用23,237.8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57%，其中销售费用5,311.18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28.66%，主要系报告期销售人员人工成本增加及计提售后维护费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9,890.10万元，较上年同期1.28%；研发费用7,966.4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5.87%，

主要系报告期加大研发投入、研发项目外协加工费增加所致；财务费用70.19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789.36%，主要系本期新增短期借款导致银行借款利息费用增加所致。 

报告期其他收益4,595.2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6.25%，主要系本期公司根据项目研发进

度结转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报告期计提信用减值损失903.85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60.83%，主要系报告期客户回款

情况良好、预期信用减值风险降低所致；计提资产减值损失643.66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55.09%，主要系上年同期计提对联营企业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所致。 

报告期营业外收入217.67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60.67%，主要系报告期公司取得的与公

司生产经营活动不直接相关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报告期营业外支出1,118.9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6,181.18%，主要系本报告期因子公司

新橙北斗未在增资扩股引入投资者的业绩承诺对赌期内完成业绩承诺，需由母公司无偿转让

新橙北斗部分股权至新橙北斗少数股东，由此确认的股权补偿支出所致。 

报告期所得税费用1,055.2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72.51%，主要系报告期利润总额较上

年同期增长所致。 

综合上述利润变动因素，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利润10,337.5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778.87%；利润总额9,436.2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49.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8,061.0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657.46%。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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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一）财政部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发布

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

(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

要求结合《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

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 号）的规定，对合并财务报表

项目进行相应的调整。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四届

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财会〔2019〕16 号有关规定，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仅涉及合并财务报表项目

的列报和调整，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

不存在追溯调整事项，对公司资产总额、

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均无实质性

影响。 

（二）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

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

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

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四届

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首

次执行本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

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

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对公司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

影响。 

财政部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修订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 21 号-租赁》（财会

[2018]35 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

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

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的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

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财会[2018]35 号有关规定，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执行新租赁准则。该

准则的实施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现金流量不产生重大影响。 

注：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2019年度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列示如下： 

2019年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2019年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报表项目 金额（元） 报表项目 金额（元） 

应收账款 428,311,338.31 

应收账款 427,042,035.01 

合同资产 1,269,303.30 

预收账款 34,622,845.81 

预收账款  

合同负债 32,825,848.20 

其他流动负债 1,796,997.61 



成都振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9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3）2020 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适用 

是否需要调整年初资产负债表科目 

√ 是 □ 否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01 月 01 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02,258,867.07 302,258,867.07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20,000,000.00 20,000,000.00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47,614,879.61 47,614,879.61  

  应收账款 428,311,338.31 427,042,035.01 -1,269,303.30 

  应收款项融资 6,246,354.90 6,246,354.90  

  预付款项 36,815,076.56 36,815,076.56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14,404,145.76 14,404,145.76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296,023,735.03 296,023,735.03  

  合同资产  1,269,303.30 1,269,303.30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3,403,523.20 3,403,523.20  

流动资产合计 1,155,077,920.44 1,155,077,920.44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151,178,973.06 151,178,973.06  

  长期股权投资 5,225,515.09 5,225,515.09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300,000.00 3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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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97,252,118.29 97,252,118.29  

  在建工程 2,489,092.16 2,489,092.16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183,243,389.53 183,243,389.53  

  开发支出 29,646,067.69 29,646,067.69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820,801.29 820,801.29  

  递延所得税资产 22,922,264.84 22,922,264.84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493,078,221.95 493,078,221.95  

资产总计 1,648,156,142.39 1,648,156,142.39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35,000,000.00 135,00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35,842,453.38 135,842,453.38  

  预收款项 34,622,845.81  -34,622,845.81 

  合同负债  32,825,848.20 32,825,848.2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49,510,745.37 49,510,745.37  

  应交税费 9,865,915.60 9,865,915.60  

  其他应付款 22,556,994.71 22,556,994.71  

   其中：应付利息 196,985.55 196,985.55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1,796,997.61 1,796,997.61 

流动负债合计 387,398,954.87 387,398,954.87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20,000,000.00 2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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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6,346,745.66 6,346,745.66  

  递延收益 117,527,173.68 117,527,173.68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10,362,056.73 10,362,056.73  

非流动负债合计 154,235,976.07 154,235,976.07  

负债合计 541,634,930.94 541,634,930.94  

所有者权益：    

  股本 558,345,000.00 558,345,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19,886,803.79 119,886,803.79  

  减：库存股 20,237,350.00 20,237,350.00  

  其他综合收益 -136,433.06 -136,433.06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6,394,760.12 26,394,760.12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244,924,234.68 244,924,234.6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 
929,177,015.53   

  少数股东权益 177,344,195.92 177,344,195.9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106,521,211.45 1,106,521,211.4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648,156,142.39 1,648,156,142.39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01 月 01 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15,539,922.34 115,539,922.34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45,684,611.07 45,684,611.07  

  应收账款 153,871,550.84 153,850,243.86 -21,306.98 

  应收款项融资 879,454.90 879,454.90  

  预付款项 13,533,874.05 13,533,874.05  

  其他应收款 27,677,396.85 27,677,396.85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成都振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12 

  存货 132,180,041.82 132,180,041.82  

  合同资产  21,306.98 21,306.98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43,972.58 143,972.58  

流动资产合计 489,510,824.45 489,510,824.45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119,194,576.55 119,194,576.55  

  长期股权投资 256,216,675.09 256,216,675.09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86,915,636.14 86,915,636.14  

  在建工程 2,154,794.10 2,154,794.10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141,262,238.38 141,262,238.38  

  开发支出 3,305,608.51 3,305,608.51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592,046.05 592,046.05  

  递延所得税资产 7,938,670.02 7,938,670.02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617,580,244.84 617,580,244.84  

资产总计 1,107,091,069.29 1,107,091,069.29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0,000,000.00 20,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46,603,950.21 146,603,950.21  

  预收款项 36,759,091.59  -36,759,091.59 

  合同负债  33,220,824.03 33,220,824.03 

  应付职工薪酬 19,922,442.12 19,922,442.12  

  应交税费 3,314,190.10 3,314,190.10  

  其他应付款 36,559,459.58 36,559,459.58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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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3,538,267.56 3,538,267.56 

流动负债合计 263,159,133.60 263,159,133.60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350,000.00 350,000.00  

  递延收益 82,287,173.68 82,287,173.68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9,868,661.99 9,868,661.99  

非流动负债合计 92,505,835.67 92,505,835.67  

负债合计 355,664,969.27 355,664,969.27  

所有者权益：    

  股本 558,345,000.00 558,345,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80,627,903.08 80,627,903.08  

  减：库存股 20,237,350.00 20,237,350.00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6,394,760.12 26,394,760.12  

  未分配利润 106,295,786.82 106,295,786.82  

所有者权益合计 751,426,100.02 751,426,100.0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107,091,069.29 1,107,091,06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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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根据公司与自然人郭雨来、全勇、李燕桥签订的《成都振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郭雨来、

全勇、李燕桥关于成都维思芯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公司收购自然人郭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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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勇、李燕持有的成都维思芯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如下简称“维思芯科”）100%的股权。

经各方协商，最终确认维思芯科整体作价为895万元，即100%股权的交易对价为 895万元。

其中收购全勇持有的维思芯科50%股权，交易价格为447.50万元，收购李燕桥持有的维思芯科

40%股权，交易价格为358万元，收购郭雨来持有的维思芯科10%股权，交易价格为89.5万元。

本次股权收购已经公司于2020年3月2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本期根据上述收购协议已按公司对外投资审批权限经公司董事会等权力机构审批通

过，被购买方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已经完成，同时公司已支付了购买价款的大部分(一般

超过50％)，能够控制被购买方的财务和经营政策以及享有相应收益并承担相应风险时的当

日，确定为购买日。公司自购买日起将上述被收购子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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