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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4月29日 星期三

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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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沈浩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长旭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战慧梅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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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516,540,818.72 3,822,945,406.25 18.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2,328,124.73 187,645,083.93 34.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200,254,762.31 134,830,965.69 48.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09,836,645.55 369,009,168.52 65.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06 0.0674 34.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06 0.0674 34.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7% 1.40% 0.3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50,676,571,087.38 49,118,519,667.54 3.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353,753,436.09 14,097,898,951.50 1.8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655,001.0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7,106,666.4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617,977.69

减：所得税影响额 21,209,167.5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9,097,115.16

合计 52,073,362.4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

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

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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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85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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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55% 767,225,207 17,912,482

天津渤海信息产业结构调整股权投资

基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64% 240,660,104

国电科技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2% 83,983,137 83,98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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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2.66% 74,223,00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03% 56,436,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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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33% 36,978,930

澳门金融管理局－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1.06% 29,483,749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其他 0.96% 26,801,25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国

证半导体芯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71% 19,672,77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68% 19,009,3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749,312,725 人民币普通股 767,225,207

天津渤海信息产业结构调整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240,660,104 人民币普通股 240,66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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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23,007 人民币普通股 74,223,00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6,436,950 人民币普通股 56,436,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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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78,930 人民币普通股 36,978,930

澳门金融管理局－自有资金 29,483,749 人民币普通股 29,483,749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26,801,254 人民币普通股 26,801,25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国证半导体芯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19,672,772 人民币普通股 19,672,77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9,009,3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09,300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15,504,932 人民币普通股 15,504,93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构成《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一致

行动人关系不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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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报告期末，应收票据余额为1,199,383,563.33元，较期初增加30.43%，主要系购买原辅料票据质押增加所致；

2、报告期末，应收款项融资余额为746,589,710.77元，较期初减少47.00%，主要系国外客户结算方式由信用证改为电

汇所致；

3、报告期末，应收利息余额为10,748,776.68元，较期初增加65.40%，主要系保证金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4、报告期末，长期应收款余额为48,568,328.19元，较期初增加169.01%，主要系应收融资租赁款增加所致；

5、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余额为35,927,681.29元，较期初增加384.55%，主要系部分地区社保中心考虑疫情影响，尚

未向公司发出社保中心支付明细所致；

6、报告期末，预收款项余额为0元，较期初减少100%，主要系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的影响，将原预收款项调整至合同负

债科目中列报所致；

7、报告期内，税金及附加发生额为22,177,955.66元，较同期增加47.31%，主要系随着公司销售规模扩大，税金附税随

之增加所致；

8、报告期内，研发费用发生额为178,621,385.14元，较同期增加114.08%，主要系公司自主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9、报告期内，财务费用发生额为272,300,051.93元，较同期增加100.06%，主要系公司贷款增加所致；

10、报告期内，其他收益发生额为84,807,207.48元，较同期增加44.53%，主要系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11、报告期内，投资收益发生额为85,157,757.83元，较同期增加1315.21%，主要系确认联营企业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12、报告期内，资产减值损失发生额为-1,698,848.31元，较同期增加14040.89%，主要系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增加所致；

13、报告期内，资产处置收益发生额为690,342.81元，较同期增加16889.04%，主要系处置非流动资产增加所致；

14、报告期内，营业外支出发生额为1,615,461.51元，较同期增加635.20%，主要系公司代扣代缴税费增加所致；

15、报告期内，所得税费用发生额为70,121,094.72元，较同期增加35.83%，主要系当期利润同比增加所致；

16、报告期内，少数股东损益发生额为118,969,340.34元，较同期增加156.11%，主要系非全资子公司利润增加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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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如下：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市环欧半导体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与天津

中环海河智能制造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投资设立

天津市环智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2020年01月16

日

公告编号：2020-05�公告名称：《关于子公司与关联方共

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告网站名称：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持股5%以上股东天津渤海信息产业结构调整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公司减持股份27,850,879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99998%）实施完成。

2020年01月18

日

公告编号： 2020-07公告名称：《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

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公告网站名称：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津智资本和渤海国资拟于2020年01月20日将其持有的中环

集团股权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进行产权转让项目信息预披

露，拟共同转让所持中环集团的股权，转让比例合计为100%。

2020年01月20

日

公告编号：2020-08�公告名称：《关于控股股东混合所有

制改革的进展公告》 公告网站名称： 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对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中发行时间、发行对象数量、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限售期安排等内容修订。

2020年02月20

日

公告编号：2020-11�公告名称：《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修订情况说明的公告》 公告网站名称：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内蒙古中环协鑫光伏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由

112,000万元调整至160,000万元。

2020年03月18

日

公告编号： 2020-18�公告名称：《关于调整向内蒙古中环

协鑫光伏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网站名称：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事项。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沈浩平

2020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129

证券简称：中环股份 公告编号：

2020-31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2020年4月28日以传真和电子邮

件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以电子邮件送达各位董事、监事。董事应参会9人，实际参会9人。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会议表决以董事填写《表决票》的记名表决及

传真方式进行，在公司一名监事监督下统计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详见公司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2020年第一季度报

告》。

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投资环立光伏（江苏）有限公司的议案》

详见公司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关于投资环立光伏

（江苏）有限公司的公告》。

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129

证券简称：中环股份 公告编号：

2020-32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0年4月28日以传真和电子邮

件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以电子邮件送达各位监事。监事应参会3人，实际参会3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会议表决以监事填写《表决票》的记名表决及传真方

式进行。 本次会议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票3票，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监事会全体成员一致认为：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129

证券简称：中环股份 公告编号：

2020-34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

资环立光伏（江苏）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投资基本情况

根据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差异化技术实施的需要，公司开展高效叠瓦太阳能电池组件

智慧工厂项目，拟投资环立光伏（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立光伏” ）。

本次投资环立光伏，由公司控股子公司环晟光伏（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晟光伏” ）出资105,000万元、全资子

公司中环香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环香港” ）出资45,000万元，合计出资150,000万元；宜兴市产业发展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宜兴发展” ）出资71,366.65万元。

投资前，环立光伏注册资本28,633.35万元，宜兴创业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兴创科” ）持股比例100%；

投资后，环立光伏注册资本将由28,633.35万元变更为250,000万元，其中环晟光伏持股比例42%、中环香港持股比例18%、

宜兴发展持股比例28.55%、宜兴创科持股比例由100%变为11.45%。

2、董事会审议表决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环立光伏（江苏）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投资环立光伏事

项。

3、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股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审议决策事项。

4、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对方的基本情况

1、宜兴创科，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宜兴创业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宜兴经济技术开发区边庄村路西

（3）注册资本：140,000万元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刘峰

（5）经营范围：对科技项目的孵化培育；科技项目及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转让、销售；企业管理培训服务；自有房屋出

租；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及配套服务；建筑材料的销售；河道疏浚工程施工、水环境整治工程施工；利用自

有资金对外投资。

2、宜兴发展,�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宜兴市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宜兴市宜城街道洑溪河公园

（3）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詹珉

（5）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企业资产管理（除国有资产）；财务咨询服务；合资合作项目开发。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环立光伏（江苏）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宜兴经济技术开发区边庄村路西

3、法定代表人：杨文烨

4、注册资本：28,633.35万元

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

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6、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32,857.67万元，总负债20,451.10万元，净资产12,406.57万元；2019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万元（经审计）。 截至2020年3月31日，总资产28,633.35万元，总负债0万元，净资产28,

633.35万元；2020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万元（经审计）。

7、本次投资前后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投资前股权结构 投资后股权结构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环晟光伏 105,000.00 42.00%

2 中环香港 45,000.00 18.00%

3 宜兴发展 71,366.65 28.55%

4 宜兴创科 28,633.35 100.00% 28,633.35 11.45%

合计 28,633.35 100.00% 250,000.00 100.00%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投资是根据差异化叠瓦组件技术实施的需要，将公司G12光伏大硅片技术优势与叠瓦组件技术优势相结合，提

升产品转换效率、降低制造成本，服务行业客户。

2、投资环立光伏建设高效叠瓦太阳能电池组件智慧工厂项目，有利于光伏行业提效降本，提升光伏发电对其他能源形

式的竞争力，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友好。

3、本次投资不会对本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4、公司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129

证券简称：中环股份 公告编号：

2020-35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变更原因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 根据财政部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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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上述文件

的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予以相应变更。

2、变更日期

本公司按照财政部要求的时间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3、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

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并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 除上述会计政策

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

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内容

新收入准则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

认时点的判断标准；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在履行时分别确认收入；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

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准则,对2020年初合并及母公司报表的影响如下：

1、 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9年12月31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年1月1日

应收账款 2,451,158,753.86 -434,620,980.38 2,016,537,773.48

合同资产 434,620,980.38 434,620,980.38

预收款项 1,185,398,774.91 -1,185,398,774.91

合同负债 1,185,398,774.91 1,185,398,774.91

2、 对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9年12月31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年1月1日

预收款项 5,753,108.43 -5,753,108.43

合同负债 5,753,108.43 5,753,108.43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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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尹志尧、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伟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陈伟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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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0,302,537.20 4,774,054,304.04 9.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777,400,456.07 3,751,076,960.24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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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652,463.03 -228,786,493.43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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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585,985.95 376,288,946.91 9.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224,930.68 13,840,957.35 89.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6,193,811.95 8,129,953.32 -176.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0% 0.65% 增加0.0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3 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3 66.67%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17.52% 18.00% 减少0.48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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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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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18,292.24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1,990,398.78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492,903.2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65,654.1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

所得税影响额 -5,517,197.48

合计 32,418,742.63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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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转融通借出

股份的限售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96,383,533 18.02 96,383,533 96,383,533 无 0 国有法人

巽鑫（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93,337,887 17.45 93,337,887 93,337,887 无 0 国有法人

南昌智微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0,644,454 5.73 30,644,454 30,644,454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置都（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26,383,986 4.93 26,383,986 26,383,986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

限公司未确认持有人证券专用

账户

24,821,537 4.64 24,821,537 24,821,537 无 0 其他

嘉兴悦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2,565,991 4.22 22,565,991 22,565,991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国开创新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19,691,183 3.68 19,691,183 19,691,183 无 0 国有法人

PRIMROSE�CAPITAL����

LIMITED

19,598,224 3.66 19,598,224 19,598,224 无 0 境外法人

嘉兴创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3,184,004 2.46 13,184,004 13,184,004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义乌和谐锦弘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2,796,240 2.39 12,796,240 12,796,24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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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家行业优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1,51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15,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诺安成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1,498,635 人民币普通股 1,498,63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诺安先锋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202,324 人民币普通股 1,202,324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赵建平 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家经济新动能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800,336 人民币普通股 800,33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达澳银新能源产业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87,043 人民币普通股 587,04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诺安和鑫保本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494,398 人民币普通股 494,39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联安优选行业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461,899 人民币普通股 461,899

孙玉香 456,569 人民币普通股 456,56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注：截至本报告期末，境外法人股东尚未完成股东账户开立，所持股份全部登记在中微

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未确认持有人证券专用账户中，包含具体股东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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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vanced�Micro-Fabrication�

Equipment�Inc.�Asia

24,821,537 4.64% 24,821,537 无 境外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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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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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主要科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2020年0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变动主要原因

应收票据 126,766,045.44 79,202,578.94 60.05%

本期收到客户为支付货

款而待承兑的票据

应收账款 426,267,721.88 287,227,747.19 48.41%

营业收入增长导致应收

账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10,436,059.62 5,890,325.08 77.17% 本期新增海关押金

在建工程 10,710,823.73 7,567,294.96 41.54% 本期新增改扩建项目

应付账款 288,771,592.07 221,679,872.59 30.27%

本期根据订单情况采购

原材料

预收款项 - 517,498,868.04 -100%

根据新收入准则，预收款

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合同负债 728,603,721.73 - 不适用

根据新收入准则，预收款

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45,370,789.93 86,079,601.37 -47.29%

本期支付了员工2019年

度的奖金

应交税费 35,315,712.80 6,010,415.65 487.58% 本期应交增值税增加

递延收益 241,317,229.70 88,836,145.60 171.64% 本期收到政府补助

（2）利润表主要科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2020年一季度（1-3月） 2019年一季度（1-3月） 变动比例 变动主要原因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6,224,930.68 13,840,957.35 89.47%

本期营业收入增长，计入当期损

益的政府补助增加，以及银行理

财产品利息收入增加

非经常性损益 32,418,742.63 5,711,004.03 467.65%

本期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增加，以及银行理财产品利息收

入增加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193,811.95 8,129,953.32 -176.19%

本期营业收入增长，但同时本期

研发投入和研发费用增加

研发费用 43,421,352.80 32,868,379.14 32.11% 本期研发投入增加

财务费用 -6,598,919.77 1,770,859.22 -472.64% 本期利息收入和汇兑收益增加

其他收益 4,808,902.23 573,490.00 738.53% 本期收到政府补助

投资收益 7,395,594.31 -86,045.75 不适用 银行理财产品利息收入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 -4,447,591.56 -438,095.93 915.21%

本期应收账款金额增加，而上年

同期应收账款金额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798,581.01 -3,563,004.00 -77.59%

本期计提的存货拨备金额较上

年同期减少

所得税费用 6,035,343.74 9,249,698.73 -34.75%

本期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增加等

因素导致本期所得税费用减少

（3）现金流量表主要科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2020年一季度（1-3月） 2019年一季度（1-3月） 变动比例 变动主要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48,652,463.03 -228,786,493.43 不适用

本期收到政府补助的金额较上年同期

增加，以及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04,592,085.05 -121,807,379.20 不适用

本期银行理财产品到期赎回，上年同期

为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 -719,952.02 -100%

上年同期支付利息费用72万元,本期无

相关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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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事项 披露日期 查询索引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股票增值权

激励计划实施进展

2020年3月19日

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20年股票增值权激

励计划(草案)》、《2020年限制性股票,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

单》等公告

2020年4月16日

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监

事会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

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2020年4月22日

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等公告

公司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

片区管理委员会签署《合作意向协议书》

2020年2月13日

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

于拟签署合作意向协议书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拟设立投资性全资子公司 2020年3月19日

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第

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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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GERALD�ZHEYAO�YIN（尹志尧）

日期 2020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88012

证券简称：中微公司 公告编号：

2020-025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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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微公司”或“公司” ）第一届监事

会第六次会议于2020年4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

通知于2020年4月22日通过电话及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到会

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余峰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正

文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编制了《关于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

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正文。

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允反映了公司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所包含

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2、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3、未发现参与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中微

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正文。

特此公告。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88012

证券简称：中微公司 公告编号：

2020-026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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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0年4月28日收到

公司董事Lip-Bu� Tan（陈立武）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Lip-Bu� Tan（陈立武）先生

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辞职后，Lip-Bu� Tan（陈立武）先生不再担任公司

的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Lip-Bu� Tan（陈立武）先生的辞职未导致

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人数，不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亦不会对公司日常运

营产生不利影响，Lip-Bu� Tan（陈立武）先生递交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

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Lip-Bu� Tan（陈立武）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在本届董事会任期

内，Lip-Bu� Tan（陈立武）先生承诺按照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股份增减持管理，

遵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增减持的规定。

Lip-Bu� Tan（陈立武）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职务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和

健康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积极作用，公司对Lip-Bu� Tan（陈立武）先生在任职期间所做

的卓越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

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提名Hing� Wong（黄庆）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任

期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2020年4月28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Hing� Wong

（黄庆）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Hing� Wong

（黄庆）先生担任公司董事。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同意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事项，本事项须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Hing� Wong（黄庆）先生的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附件：Hing� Wong（黄庆）先生简历

Hing� Wong（黄庆）先生，1962年生，美国国籍，曾在中国四川大学就读物理学专业，

后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物理学学士学位和电气工程硕士、博士学位。

Hing� Wong（黄庆）先生于1990年1月至1997年6月担任美国IBM公司技术开发工程

师，1997年7月至1997年12月担任美国Chromatic� Research公司工程师，1997年12月至

2003年5月担任美国Silicon� Access公司研发部门主管、亚洲商务副总经理，2004年5月至

2005年4月担任美国Silicon� Federation投资公司高级顾问，2005年5月至今，担任华登投

资咨询（北京）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Hing� Wong（黄庆）先生专注于在中国的半导体、电子设备等领域的投资，曾推动完

成多项半导体行业公司的投资。 Hing� Wong（黄庆）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或其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688012

证券简称：中微公司 公告编号：

2020-027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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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5月20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0年5月20日14点3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泰华路188号中微公司二号楼三楼2303会议室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0年5月20日

至2020年5月2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4 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5 关于董事会2019年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

6 关于监事会2019年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

7 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8 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9 关于公司为董监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

10 关于公司拟签署投资协议暨购买土地并进行项目建设的议案 √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临港投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

12.00 关于预计2020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12.01 关于与上海华力微电子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12.02

关于与上海华力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

12.03 关于与华灿光电（浙江）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12.04

关于与上海芯元基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

12.05 关于与沈阳拓荆科技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12.06

关于与上海集成电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

12.07

关于与睿励科学仪器（上海）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

13 关于提名Hing�Wong（黄庆）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注：本次股东大会还将听取《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一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公告已分别于2020年4月17日和2020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予以披露。 公司将在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登载《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特别决议议案：无。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3、4、7、9、10、12、13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2.01、12.02、12.03、12.04、12.05、12.06、12.07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12.01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12.02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巽鑫（上海）投资有限公司；12.03义乌和谐芯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04Zhiyou� Du（杜志游）；12.05国投(上海)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巽鑫（上海）投资有限公司、Zhiyou� Du（杜志游）；12.06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12.07巽

鑫（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

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

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

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

结果为准。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会议出席对象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

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88012 中微公司 2020/5/13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聘请的律师。

其他人员

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

席会议的，应出示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

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

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2、个人股东：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

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

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二）登记时间：2020年5月15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4:00）。

（三）登记地点：上海市金桥出口加工区南区泰华路188号董事会办公室

（四）登记方式：可采用现场登记、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五）注意事项：股东请在参加现场会议时携带上述证件。 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

登记。

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胡潇

电话：+86-21-6100� 1199-2227

传真：+86-21-6100� 2205

地址：上海市金桥出口加工区南区泰华路188号董事会办公室

（二）会议费用情况：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所有费用自理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特此公告。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0年5月20日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年

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

告及摘要的议案

2 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3 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4 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5 关于董事会2019年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6 关于监事会2019年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7 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8 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9 关于公司为董监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10

关于公司拟签署投资协议暨购买土地并进行项目建设的议

案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临港投资相关事宜的议

案

12.00 关于预计2020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2.01

关于与上海华力微电子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12.02

关于与上海华力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2.03

关于与华灿光电（浙江）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12.04

关于与上海芯元基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2.05

关于与沈阳拓荆科技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12.06

关于与上海集成电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2.07

关于与睿励科学仪器（上海）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3

关于提名Hing�Wong（黄庆）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

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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