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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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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2  公司负责人夏增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晓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朱晓

丽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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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2,156,902.79 6,109,891,823.72 0.6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3,130,516,976.32 3,119,512,760.81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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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99,140.74 64,853,639.02 -2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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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436,185.83 392,211,079.99  18.6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0,997,036.81 8,593,567.28 27.9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0,471,313.88 7,173,538.07 45.97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35 0.28 增加 0.0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1 0.0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1 0.0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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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1,664.2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

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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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9,25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 

  

债务重组损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33,224.9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98,637.86  

合计 525,72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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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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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鹏盛科技实业有

限公司 
214,326,656 22.32 0 质押 160,377,673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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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38,724 1.27 0 未知  未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10,374,652 1.08 0 未知  未知 

保宁资本有限公司－

保宁新兴市场基金（美

国） 

8,799,100 0.92 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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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93,283 0.88 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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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客

户资金 

5,583,417 0.58 0 未知  未知 

成雅芝 5,480,000 0.57 0 未知  未知 

戴红 4,076,864 0.42 0 未知  未知 

乌鲁木齐益丰年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

业 

3,462,900 0.36 0 未知  未知 

王衍斌 3,207,000 0.3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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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鹏盛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214,326,656 人民币普通股 214,326,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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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38,724 人民币普通股 12,238,72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374,652 人民币普通股 10,374,652 

保宁资本有限公司－保宁新兴市场基

金（美国） 
8,799,100 人民币普通股 8,7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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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93,283 人民币普通股 8,493,283 

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 
5,583,417 人民币普通股 5,583,417 

成雅芝 5,4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480,000 

戴红 4,076,864 人民币普通股 4,076,864 

乌鲁木齐益丰年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

伙企业 
3,462,900 人民币普通股 3,462,900 

王衍斌 3,207,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07,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公司未知其他社会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社会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十名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

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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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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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增减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率（%） 

交易性金融资产 1,600,000.00 201,600,000.00   -99.21 

应付职工薪酬 1,957,058.34   3,907,337.83   -49.91 

应交税费 8,234,253.79   2,581,790.56   218.94 

（1）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 200,000,000.00元，减少比例 99.21%，减少原因

主要系本期部分理财到期所致。 

（2）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 1,950,279.49元，减少比例 49.91%，减少原因主要

系本期支付到期工资所致。 

（3）应交税费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 5,652,463.23元，增加比例 218.94%，增加原因主要系

本期实现待缴纳增值税及待缴纳企业所得税所致。 

2.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项目增减变动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本期数 上期同期数 变动比率（%） 

销售费用 11,367,489.95   7,768,643.26   46.33 

研发费用 20,260,105.35   9,871,649.95   105.24 

其他收益 669,250.00   1,673,506.64   -60.01 

投资收益 1,814,957.19    6,043,072.49   -69.97 

信用减值损失 -6,140,312.67 -1,774,497.28 不适用 

资产减值损失 92,383.44 -62,684.97 不适用 

营业外支出 44,889.21 2,884.04 1,456.47 

所得税费用 967,903.99   4,249,071.90   -77.2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3,721,734.63      -87,413,702.72   不适用 

 

（1）销售费用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 3,598,846.69元，增加比例 46.33%，增加原因主要

系本期销售员工资费用、运费及市场开发费上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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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发费用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 10,388,455.40元，增加比例 105.24%，增加原因主

要系新产品研发投入上升所致。 

（3）其他收益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 1,004,256.64元，减少比例 60.01%，减少原因主要

系部分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项目摊销完毕所致。 

（4）投资收益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 4,228,115.30元，减少比例 69.97%，减少原因主要

系联营企业投资收益低于上年同期所致。 

（5）信用减值损失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 4,365,815.39元，增加原因主要系本期其他应

收款减值损失增加所致。 

（6）资产减值损失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 155,068.41元，减少原因主要系本期存货跌价

准备减少所致。 

（7）营业外支出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 42,005.17元，增加比例 1,456.47%，增加原因主

要系本期固定资产处置损失高于上年同期所致。 

（8）所得税费用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 3,281,167.91元，减少比例 77.22%,减少原因主

要系同期冲回递延所得税资产较高所致。 

（9）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 241,135,437.35元，增加原因

主要系本期收回投资的现金高于同期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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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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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 夏增文 

日期 2021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