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171                                                  公司简称：上海贝岭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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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se.com.cn 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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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

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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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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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共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729,298,230.93元。母公司2021年实现净利润488,122,937.88元，按公司章程规定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48,812,293.79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967,258,551.73元，减去2020年度实际分配的普通股股利

92,489,525.44元，2021年度实际可供全体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314,079,670.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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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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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含税），预计共派发现金股利142,563,062.80元，剩余

利润转至以后年度分配。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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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承捷 徐明霞 

办公地址 上海市宜山路810号 上海市宜山路810号 

电话 021-24261157 021-24261157 

电子信箱 bloffice@belling.com.cn bloffice@belling.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全球半导体市场并未受到新冠疫情的重大影响，强劲的消费需求推动了所有的主

要半导体产品类别的显著增长。其中最大的增长贡献来自模拟电路，相比 2021 年增长 33.1%；其

次是内存，同比增长 30.9%；逻辑电路同比增长 30.8%，传感器增同比长 28%，分立器件同比增

长 27.4%。微控制器类别的同比增长率略低，为 15.1%，光电子为 7.4%。 



在国内宏观经济运行良好的驱动下，2021 年国内集成电路产业继续保持快速、平稳增长态势。

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统计，2021 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额为 10458.3 亿元，同比增长 18.2%。

其中，设计业销售额为 4519 亿元，同比增长 19.6%；制造业销售额为 3176.3 亿元，同比增长 24.1%；

封装测试业销售额 2763 亿元，同比增长 10.1%。2021 年，中国集成电路产品进出口都保持较高

增速。根据海关统计，2021 年中国进口集成电路 6354.8 亿块，同比增长 16.9%；进口金额 4325.5

亿美元，同比增长 23.6%。2021 年中国集成电路出口 3107 亿块，同比增长 19.6%，出口金额 1537.9

亿美元，同比增长 32%。 

报告期内，工信部、发改委、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 2021 年第 9 号公告，对《国务院

关于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2020〕8 号）

第二条所称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设计、装备、材料、封装、测试企业条件进行了公告，为集成电

路产业提供了财政、税收、技术和人才等多方面的支持，促进了集成电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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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集成

电路产品业务布局在功率链（电源管理、功率器件业务）和信号链（数据转换器、电力专用芯片、

物联网前端、非挥发存储器、标准信号产品业务）2 大类、7 个细分产品领域，主要目标市场为网

络通信、手机、机顶盒、液晶电视、高端及便携式医疗设备、安防设备、工控设备、智能电表、

智能穿戴、物联网、5G、汽车电子等应用市场。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拓展销售渠道，与主要的整

机厂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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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生产经营和质量保

障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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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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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封装和测试企业来完成。公司与国内主要的晶圆加工、封装测试厂商长期保持了良好的合作

关系，保证了公司产品业务产业链的有效运转和产品质量。 

 
半导体产业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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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4,660,263,139.69 3,879,531,502.30 20.12 3,584,323,138.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3,937,317,056.22 3,291,856,080.80 19.61 3,092,928,854.28 



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2,024,334,631.48 1,332,205,745.67 51.95 1,097,960,67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29,298,230.93 528,009,110.42 38.12 251,148,84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97,733,469.62 177,315,819.32 124.31 132,311,106.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85,343,475.48 75,447,595.29 410.74 152,906,587.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0.32 16.46 增加3.86个百分点 8.4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04 0.75 38.67 0.3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03 0.75 37.33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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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247,549.73 590,248,736.91 494,800,790.11 510,037,554.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9,222,869.49 253,164,140.99 114,899,720.91 222,011,499.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5,624,608.17 123,744,317.45 109,764,834.43 88,599,709.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79,844.97 195,219,221.73 139,519,137.23 45,325,271.5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4,06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5,216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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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标记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数量 

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 0 178,200,000 25.00 0 质押 59,696,258 
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7,444,613 22,328,966 3.13 0 无 0 其他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040,593 6,051,793 0.85 0 无 0 其他 

亓蓉 -4,708,800 4,708,838 0.66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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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5,612 3,919,953 0.55 0 无 0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

合 
3,488,670 3,488,670 0.49 0 无 0 其他 

陈强 -3,289,700 3,289,745 0.4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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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500 3,220,409 0.45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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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9,300 3,151,984 0.44 0 无 0 其他 

白凤天 665,569 2,641,300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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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亓蓉与陈强系夫妻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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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1 年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202,433.46 万元，较上年增长 51.95%。其中：主营业务收入为

196,035.60 万元，较上年增长 53.15%。其他业务收入为 6,397.86 万元，较上年增长 22.69%。2021

年公司共实现毛利 69,080.93 万元。其中：主营业务毛利为 63,546.16 万元，较上年增长 29,562.97

万元，增幅为 86.99%。其他业务毛利为 5,533.77 万元，较上年增长 970.16 万元，增幅为 21.25%。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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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9,773.35 万元，较上

年 17,731.58 万元相比增长 124.31%。增长原因主要系公司 IC 设计业务较上年同期增长。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