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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

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监事会及其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陆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钱跃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江燕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

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负责人 胡璨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

格 

是 

电话 021-38682906 

传真 021-38682905 

电子邮箱 hc@sinomcu.com 

公司网址 www.sinomcu.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春晓路 439号 2 号楼,201203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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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53,026,227.73 152,259,064.06 0.5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6,767,691.52 93,058,414.20 3.9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2.15 2.06 4.37%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8.82% 32.49% - 

资产负债率%（合并） 37.18% 39.30%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272,072,617.62 172,207,761.12 57.9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75,859.82 -15,893,381.79 107.4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4,519,755.02 -16,116,555.88 71.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389,226.16 -3,322,978.77 563.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

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1.24% -14.76%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挂牌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计算） 

-4.76% -14.97%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35 108.57%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33,857,963 75.06% - 33,857,963 75.0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9,250 0.04% - 19,250 0.04% 

      董事、监事、高管 1,157,576 2.57% - 1,157,576 2.57%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1,247,655 24.94% - 11,247,655 24.9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7,774,925 17.24% - 7,774,925 17.24% 

      董事、监事、高管 3,472,730 7.70% - 3,472,730 7.70%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45,105,618 - 0 45,105,618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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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股

比例% 

期末持有限

售股份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陆健 7,794,175 - 7,794,175 17.28% 7,774,925 19,250 

2 张文荣 4,630,306 - 4,630,306 10.27% 3,472,730 1,157,576 

3 上海武岳峰

集成电路股

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4,297,994 - 4,297,994 9.53% - 4,297,994 

4 上海魔芯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929,883 97,000 4,026,883 8.93% - 4,026,883 

5 北京集成电

路设计与封

测股权投资

中心(有限

合伙) 

3,742,444 - 3,742,444 8.30% - 3,742,444 

6 上海谋胜投

资管理有限

限公司 

3,395,153 -11,000 3,384,153 7.50% - 3,384,153 

7 广东启程青

年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355,814 - 3,355,814 7.44% - 3,355,814 

8 上海科技创

业投资有限

公司 

2,869,206 - 2,869,206 6.36% - 2,869,206 

9 深圳市外滩

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 

2,494,961 -237,000 2,257,961 5.01% - 2,257,961 

10 黄伟 1,701,070 - 1,701,070 3.77% - 1,701,070 

合计 38,211,006 -151,000 38,060,006 84.39% 11,247,655 26,812,351 

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 10%及以上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公司股东陆健先生持有谋胜投资 40.88%的股权，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

可以在实质上控制该公司。公司股东陆健先生持有魔芯合伙 12.06%的财产份额，担任该公司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可以在实质上控制该公司。 

除此之外，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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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公告编号；2022-032 

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说明 

1．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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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准则以下统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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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1] 

财务报表格式要求变化 [注 2] 

 

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9 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

(财会[2019]8 号，以下简称“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自 2019年 6月 10 日起执行 

 

[注 3] 

 

财政部于 2019年 5月 16 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

[2019]9 号，以下简称“新债务重组准则”)，自 2019 年 6月 17 日起施行。 

 

[注 4] 

[注 1]新金融工具准则改变了原准则下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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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本

公司考虑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和自身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进行上述分类。权益类投资需

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但对非交易性权益类投资，在初始确认时可选择按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该等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累计利得或损失从其他综合收益转入留存

收益，不计入当期损益。 

新金融工具准则将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原准则下的“已发生损失模型”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

适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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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规定，对比较期间财务报表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

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调整情况详见本附注三(二十五)3、

4之说明。 

[注 2]财政部于 2019年 4月 30日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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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2019年新修订的财务报表格式”)。2019年新修订的财务报表格式将“应

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两个项目列报，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两个项目列报；增加对仅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报表项目

的调整要求；补充“研发费用”核算范围，明确“研发费用”项目还包括计入管理费用的自行开发无形

资产的摊销；“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项目中删除债务重组利得和损失。此外，在新金融工具

准则下，“应收利息”、“应付利息”仅反映相关金融工具已到期可收取但于资产负债表日尚未收到的利

息，基于实际利率法计提的金融工具的利息应包含在相应金融工具的账面余额中。 

财政部于 2019年 9月 19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以下简称“2019 年新修订的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年新修订的合并财务报表格式除上述“应

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的拆分外，删除了原合并现金流量表中“发行债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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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现金 ”、“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等行项目。 

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相关规定，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进行追

溯调整，其中对仅适用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会计政策变更追溯调整至 2019年期初数，对其他会计政策变

更重新表述可比期间财务报表。对于上述报表格式变更中简单合并与拆分的财务报表项目，本公司已

在财务报表中直接进行了调整，不再专门列示重分类调整情况。 

[注 3]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规定对 2019年 1月 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年 1月 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 

本公司按照规定自 2019年 6月 10日起执行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对 2019 年 1月 1日存在的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注 4]新债务重组准则规定对 2019年 1月 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本准则进

行调整，对 2019年 1月 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 

2．会计估计变更说明 

本期公司无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3．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 月 1 日 调整数 

  应收票据 1,956,053.31 - -1,956,053.31 

  应收款项融资 不适用 1,956,053.31 1,956,053.31 

[注]除对本表列示的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进行调整外，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未对其他合并资

产负债表项目的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账面价值产生影响。 

4．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信息 

 (1)本公司金融资产在首次执行日按照修订前后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结

果对比如下： 

金融资产类别 
修订前的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 修订后的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贷款和应收款项) 8,571,970.05 摊余成本 8,571,970.05 

应收款项 摊余成本(贷款和应收款项) 39,365,939.24 

摊余成本 39,365,939.24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准则要求)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准则

要求) 

- 

(2)本公司金融资产在首次执行日原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修订后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的规定进

行分类和计量的新账面价值的调节表： 

项 目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 

列示的账面价值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示的账面价值 

(2019 年 1 月 1 日) 

摊余成本 

货币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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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原 CAS22列示的余额和

按新 CAS22 列示的余额 
8,571,970.05 - - 8,571,970.05 

      

应收款项         

按原 CAS22 列示的余额 39,365,939.24 - - - 

减：转出至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新 CAS22) 

- -  - - 

减：转出至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新 CAS22) 

- -  - - 

重新计量：预期信用损失

准备 
- -  - - 

按新 CAS22 列示的余额 - -  - 39,365,939.24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总金

融资产 
47,937,909.29 -  -  47,937,909.29 

(3)本公司在首次执行日原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期末金额调整为按照修订后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

行分类和计量的新损失准备调节表： 

计量类别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计

提损失准备/按或有

事项准则确认的预计

负债 

重分类 重新计量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 

计提信用损失准备 

贷款和应收款项(原 CAS22)/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新 CAS22) 

应收款项 3,714,693.47 -  -  3,714,693.47 

5. 重要前期差错更正事项及原因  

(一)实际控制的个人独资企业上海庚秀企业管理咨询中心和上海西垣电子科技中心未纳入合并范围、研

发等费用核算不正确、应收账款冲回错误、少提个人所得税。 

(二)低价授予员工转让股份，未确认股份支付。 

上述差错更正事项汇总后对公司 2018 年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如下：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度 

影响的报表项目 追溯调整前 追溯调整后 影响金额金额 

货币资金 8,571,970.05 8,593,293.14 21,323.09 

应收账款 38,337,452.53 32,582,382.74 -5,755,069.79 

流动资产合计 152,866,295.54 147,132,548.84 -5,733,746.70 

总资产合计 157,992,810.76 152,259,064.06 -5,733,746.70 

应交税费 6,043,587.59 7,282,291.99 1,238,70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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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付款 4,061,284.32 4,082,607.41 21,323.09 

流动负债合计 58,580,287.03 59,840,314.52 1,260,027.49 

负债合计 58,580,287.03 59,840,314.52 1,260,027.49 

资本公积 50,393,919.61 54,952,573.43 4,558,653.82 

未分配利润 2,051,870.12 -9,500,557.89 -11,552,428.01 

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 100,052,188.39 93,058,414.20 -6,993,774.19 

股东权益 99,412,523.73 92,418,749.54 -6,993,774.19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157,992,810.76 152,259,064.06 -5,733,746.70 

销售费用 9,737,643.52 10,905,658.97 1,168,015.45 

管理费用 18,713,016.00 19,642,873.68 929,857.68 

研发费用 24,008,702.25 23,753,893.34 -254,808.91 

资产减值损失 -2,513,649.83 -1,078,196.74 1,435,453.09 

营业利润 -15,305,865.89  -15,713,477.02  -407,611.13  

利润总额 -15,319,159.49 -15,726,770.62 -407,611.13 

净利润 -15,500,739.59 -15,908,350.72 -407,611.13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5,485,770.66 -15,893,381.79 -407,611.13 

综合收益总额 -15,569,958.86 -15,977,569.99 -407,611.1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5,554,989.93 -15,962,601.06 -407,611.1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7,809,539.28 22,060,403.95 4,250,864.6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5,222,853.23 10,963,825.85 -4,259,027.3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8,300,395.46 128,292,232.75 -8,162.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31,141.48 -3,322,978.77 8,162.7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5,615,099.26 -25,606,936.55 8,162.71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4,187,069.31 34,200,229.69 13,160.38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571,970.05 8,593,293.14 21,323.09 

 

 

3.2 因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空)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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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货币资金 8,571,970.05 8,593,293.14 - - 

应收账款 38,337,452.53 32,582,382.74 - - 

流动资产合计 152,866,295.54 147,132,548.84 - - 

总资产合计 157,992,810.76 152,259,064.06 - - 

应交税费 6,043,587.59 7,282,291.99 - - 

其他应付款 4,061,284.32 4,082,607.41 - - 

流动负债合计 58,580,287.03 59,840,314.52 - - 

负债合计 58,580,287.03 59,840,314.52 - - 

资本公积 50,393,919.61 54,952,573.43 - - 

未分配利润 2,051,870.12 -9,500,557.89 - - 

归属于母公司的股

东权益 

100,052,188.39 93,058,414.20 - - 

股东权益 99,412,523.73 92,418,749.54 - -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

计 

157,992,810.76 152,259,064.06 - - 

销售费用 9,737,643.52 10,905,658.97 - - 

管理费用 18,713,016.00 19,642,873.68 - - 

研发费用 24,008,702.25 23,753,893.34 - - 

资产减值损失 -2,513,649.83 -1,078,196.74 - - 

营业利润 -15,305,865.89 -15,713,477.02 - - 

利润总额 -15,319,159.49 -15,726,770.62 - - 

净利润 -15,500,739.59 -15,908,350.72 - -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利润 

-15,485,770.66 -15,893,381.79 - - 

综合收益总额 -15,569,958.86 -15,977,569.99 -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5,554,989.93 -15,962,601.06 - -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

职工支付的现金 

17,809,539.28 22,060,403.95 - -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15,222,853.23 10,963,825.85 - -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

小计 

128,300,395.46 128,292,232.75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331,141.48 -3,322,978.77 -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25,615,099.26 -25,606,936.55 -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余额 

34,187,069.31 34,200,229.69 -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余额 

8,571,970.05 8,593,293.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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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上海晟矽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4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