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振芯科技董事长莫晓宇：

“十四五”期间重点发展集成电路产业

本报记者 康曦

2020年振芯科技向投资者交出了一份靓丽成绩单，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22.38%和1657.46%。 振芯科技董事长莫晓宇近日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紧抓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及集成电路市场需求增长的机遇，超额完成了2020年经营目标。 “十四五”期间，公司将重点发展集成电路产业，围绕上下游延伸，保持在射频、转换器等数模混合芯片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 同时，加快推进北斗三代卫星导航终端产品迭代，“十四五”期间争取实现跨越式发展。

芯片领域保持优势

2020年振芯科技实现营业收入5.77亿元，同比增长22.3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061.05万元，同比增长1657.46%。 2021年一季度，公司业绩继续大幅增长，实现营业收入1.7亿元，同比增长152.0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766.15万元，同比增长717.81%。

莫 晓 宇 表 示 ， 通 过 技 术 创 新 ， 2020 年公司 中标多 个重大 项目，部 分项目公 司甚至 是四川 省唯一中 标企业，呈现良 好 发 展 态 势 。 截 至 2020 年 末 ， 公 司 未 确 认 合 同 金 额 7 . 1 亿 元 ， 预 计 2021 年 和 2022 年 仍 会 有 较 好 发 展 。

莫晓宇表示：“未来公司核心业务将聚焦集成电路产业，围绕产业链布局上下游。 ” 振芯科技将坚持“产品化” 战略，加快提高核心元器件的原创、设计、工艺水平，深度开展整机所需低功耗 、小型化、智能化等的集成电路产品创新和先进集成工艺突破，保持在射频、转换器等数模混合芯片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成为射频、频综 、视频及高速接口等核心器件主要供应商 。

“在芯片技术领域，只有第一和第二的位置，排名第四基本没有生存空间。 目前，公司在北斗三号基带芯片领域处于前二位置，未来要继续保持这一竞争优势。 ”莫晓宇说。 今年4月，公司发布定增方案，拟募资不超1.85亿元，主要用于北斗三号多功能核心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该项目通过自主研发设计，生产多款对北斗三号信号体制进行全面支持的核心芯片，提升制造工艺，大幅提高北斗核心芯片的性能，并降低功耗，适应北斗终端小体积、低功耗的需求，推进北斗导航系统的产业化进度。

“目前，公司的芯片大部分采用40nm及以上的工艺。 本次募投项目拟采用28nm及以下的先进流片工艺。 若突破芯片工艺瓶颈，公司在北斗三号基带芯片领域技术有望排在第一位置，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北斗芯片领域的竞争力。 ”莫晓宇称。

对于集成电路的发展前景，莫晓宇表示，受益于5G、AI、物联网等产业升级及快速发展，全球半导体市场回暖，集成电路产业将处于上行周期。

北斗业务爆发式增长

北斗导航业务是振芯科技“十四五”期间将大力发展的业务之一。 莫晓宇表示，将进一步探索北斗在导航、通信、定位等领域的应用，形成具备产业化、规模化发展优势的产业链，保持公司的领先地位。 同时，积极开展基于位置服务和信息服务系统应用的“5G+物联网+北斗”的技术研究。

受益于北斗系统全球组网，振芯科技北斗终端及运营业务2020年实现销售收入2.51亿元，同比增长60.3%，2021年一季度实现收入8298.6万元，同比增长444.94%。

2020年，公司深入开展北斗三号核心产品及新场景下北斗应用的研究，实施了北斗三号基带设计及终端研发项目85项。 其中，新立项57项目，突破了多项北斗三号核心产品关键技术。 在北斗三号终端核心器件基带设计技术方面，实现了RNSS、全球短报文和RDSS功能的整合，时间特性、接收灵敏度和窄带抗干扰能力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基于掌握的北斗基带技术，利用北斗链路实现了语音与图像的传输，完成了国内首批北斗三号手持及指挥机的研制及生产，取得了多款型号终端测评第一的成绩。

北斗市场拓展方面，公司重点产品包括北斗车载设备、手持设备、机载设备、船载设备及北斗模块销量实现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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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行业用户需求。

抓住机遇跑马圈地

视频图像安防监控是振芯科技的三大主营业务之一。 振芯科技是国内安防监控领域产品及解决方案提供商，业务涉及平安城市建设、智能交通领域、应急指挥管理、图像综合应用等领域。 莫晓宇表示：“基于在行业及视频大数据方面的积累，公司整合多源信息融合、图像识别、光电跟踪及动态规划技术，研发满足智能车机等领域的数据化、智能化新产品。 ”

2020年，公司大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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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 “警务督察”信息管理系统通过多个用户测试，功能进一步完善，为后期大规模推广打下了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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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15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认定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国腾电子集团陷入僵局，且未来将持续较长时间，国腾电子集团各股东之间亦无一致行动的安排，不存在共同控制的情形，公司实际上已处于无实际控制人的状态，应认定为无实际控制人。

莫晓宇表示：“2020年公司治理得到有效改善，经营情况出现转机。 ‘十四五 ’ 期间，集成电路行业仍处于上行周期，拥有核心技术的公司将取得先发优势。 同时，随着北斗全球卫星组网的完成，北斗导航定位能力得到极大提升，相关下游应用将迎来发展良机。 经过近20年的积累，公司在核心元器件、卫星导航综合应用和视频图像等产品方面优势明显，将抓住机遇，积极跑马圈地，力争实现跨越式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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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家公司去年实现盈利

多只ST股有望“摘星脱帽”

●本报记者 董添

截至4月21日18时，2185家A股

公司披露了2020年年报。其中，2023

家公司实现盈利，1438家公司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

增长，占比65.81%。

37家ST或*ST公司实现扭亏。

这些公司披露年报后， 基本上都向

交易所申请撤销公司股票退市或其

他风险警示，不少公司成功“摘星

脱帽” 。

336家公司净利润翻倍

Wind数据显示，净利润规模方

面， 在上述披露了2020年年报的

2185家公司中，1461家公司全年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超过1

亿元，598家公司超过5亿元，337家

公司超过 10亿

元，130家公司

超过30亿元，47

家公司超过100

亿元，11家公司

超过 500亿元。

剔除银行、保险

类上市公司，贵

州茅台、中国建

筑、万科A、中国

神华、 海螺水

泥、中国石化等

行业龙头盈利

规模居前。

净 利 润 同

比增长率方面，

1190 家 公 司

2020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同比增幅超过10%，803家公司超

过30%，572家公司超过50%，336家

公司超过 100% ，43家公司超 过

500%，18家公司超过1000%。 圣湘

生物、英科医疗、达安基因等多家与

防疫物资相关的医疗医药类上市公

司净利润大幅增长。

从行业情况看，中原证券研报显

示，2020年业绩高速增长的行业主

要集中在中上游板块。受益于经济复

苏， 顺周期板块中的有色和机械设

备、新能源汽车产销放量驱动盈利高

增长的电气设备行业、基本面向好的

军工行业以及医药行业。

2020年下半年疫情缓解，采

掘、钢铁和化工行业大宗商品价格

上涨，供需两端好转带动产销恢复

增长；家电行业稳步复苏，行业竞

争格局优化；纺织服装行业分化程

度较大。

多家ST公司扭亏

截至目前，57家被交易所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的

*ST和ST类上市公司披露了2020年

年报。 其中，37家公司实现扭亏。 这

些上市公司披露年报后，基本上都向

交易所申请了撤销公司股票退市或

其他风险警示， 有的公司成功实现

“摘星脱帽” 。

*ST聚力4月21日晚间公告，公

司因2018年度、2019年度连续两个

会计年度经审

计的净利润为

负值，被交易所

实行“退市风险

警示” 。 2020年

年报发布后，公

司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提交了

撤销公司退市

风险警示的申

请。 公司2020年

度实现营业收

入9.97亿元，实

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1.66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为1972.68万元。

有的上市公司已经撤销退市风

险警示。 以湘电股份为例， 公司因

2018年和2019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负值， 公司股票2020年4月1日起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 股票简称变更为

“*ST湘电” 。 2020年，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46.96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7526.14万元。 2020

年年报披露后， 公司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提出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的申请。 目前，公司的退市

风险警示已被撤销。

隆基股份2021年营收目标850亿元

●本报记者 何昱璞

在4月21日召开的网上业绩说明

会上， 隆基股份董事长钟宝申表示，

“即使硅料短缺， 今年我们也能完成

850亿元的营收目标。 ”

2020年隆基股份实现营业总收入

545.83亿元，同比增长65.92%；归属上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85.52亿元， 同比

增长61.99%。2021年一季度，公司实现

净利润25.02亿元，同比增长34.24%。

光伏发电成本持续下降

截至2020年底， 隆基股份拥有单

晶硅片85GW、单晶电池30GW、单晶

组件50GW的产能。 公司预计，2021年

单晶硅片年产能将达到105GW， 单晶

电池年产能将达到38GW，单晶组件产

能将达到65GW，高效产品产能进一步

扩大。

对于扩产进程， 钟宝申表示，“无

论是硅片还是电池，隆基的扩产步伐还

是很温和的。 ” 不过，今年仍将面临硅

料短缺的情况。 钟宝申表示，受疫情等

因素影响，2020年大宗商品涨价。 但在

整体成本上涨的情况下， 组件价格较

2019年年底下降0.1元/W左右。这显示

出行业的技术进步，通过技术革新进一

步控制成本。

根据BNEF《2020年能源展望报

告》，到2050年，风能和光伏发电将

占全球电力供应的56%；在能源转型

的驱动下， 非化石能源占比有望持续

提升，光伏、风电等新能源将保持高速

增长。

隆基股份表示，截至目前，全球

已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碳

中和” 时间节点，可再生能源发展迎

来重大历史性机遇。 从光伏产业看，

近年来，随着技术迭代和产业升级加

速，光伏发电成本持续下降。 目前，全

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光伏发电成本已

低于传统能源，部分地区进入“一毛

钱一度电” 时代。 未来30年，光伏发电

仍存在60%以上的成本下降空间。 从

能源发展趋势和光伏发电的经济性

看， 光伏市场需求将进入倍增式发展

新阶段。权威行业机构预测，2025年全

球光伏市场需求有望超过400GW；到

2030年或上升至1000GW，增速明显

加快。

钟宝申强调，短期看，组件成本受

到大宗商品涨价的影响，但全球需求仍

在持续增长，整体价格不好预测。 预计

2021年至2022年上半年， 组件价格处

于偏稳态势，维持在1.75元-1.85元/瓦。

围绕光伏延伸产业链

对于氢能产业布局，钟宝申表示，

“光伏和氢能可以很好地结合。 从电

解制氢的角度看，‘绿氢’ 成本有望大

幅下降。对于氢能的后端应用，隆基目

前没有涉及， 目标是先提供低成本的

‘绿氢’ ” 。

对于 2020年 7月推出的光伏建

筑一体化（BIPV）产品，钟宝申表示

，“BIPV产品和组件产品呈相关性，

但毛利率相比组件产品更具有竞争

力， 公司计划今年BIPV出货400兆

瓦。 光伏与建筑的结合， 能够有效

降低建筑用能，减少碳排放，对于节

能减排、 保护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

公司表示，在“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引领下，国内大部分省份明确将在

“十四五” 期间大力推广并发展绿色建

筑。 其中，北京和南京两地陆续公布了

具有吸引力的补贴政策，以推动本地区

的绿色建筑发展。 北京明确对BIPV项

目给予每度电0.4元的补贴， 连补5年；

南京计划向BIPV项目提供不超过0.5

元/瓦的补助， 单个项目最高补助金额

达200万元。

关于产业链延伸，钟宝申表示，公

司始终围绕光伏产业进行延伸， 坚持

低碳能源转型。 贴近客户，提供越来越

完整的新能源解决方案， 做客户的长

期伙伴。

芯片领域保持优势

2020年振芯科技实现营业收入

5.77亿元，同比增长22.38%；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061.05万

元，同比增长1657.46%。 2021年一季

度，公司业绩继续大幅增长，实现营业

收入1.7亿元，同比增长152.05%；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766.15

万元，同比增长717.81%。

莫晓宇表示， 通过技术创新，

2020年公司中标多个重大项目，部分

项目公司甚至是四川省唯一中标企

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截至2020年

末， 公司未确认合同金额7.1亿元，

预计2021年和2022年仍会有较好

发展。

莫晓宇表示：“未来公司核心业

务将聚焦集成电路产业，围绕产业链

布局上下游。 ” 振芯科技将坚持“产

品化” 战略，加快提高核心元器件的

原创、设计、工艺水平，深度开展整机

所需低功耗、小型化、智能化等的集

成电路产品创新和先进集成工艺突

破，保持在射频、转换器等数模混合

芯片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 成为射

频、频综、视频及高速接口等核心器

件主要供应商。

“在芯片技术领域， 只有第一和

第二的位置， 排名第四基本没有生存

空间。目前，公司在北斗三号基带芯片

领域处于前二位置， 未来要继续保持

这一竞争优势。”莫晓宇说。今年4月，

公司发布定增方案， 拟募资不超1.85

亿元， 主要用于北斗三号多功能核心

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该项目通过

自主研发设计， 生产多款对北斗三号

信号体制进行全面支持的核心芯片，

提升制造工艺， 大幅提高北斗核心芯

片的性能，并降低功耗，适应北斗终端

小体积、低功耗的需求，推进北斗导航

系统的产业化进度。

“目前， 公司的芯片大部分采用

40nm及以上的工艺。 本次募投项目

拟采用28nm及以下的先进流片工艺。

若突破芯片工艺瓶颈， 公司在北斗三

号基带芯片领域技术有望排在第一位

置， 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北斗芯片领域

的竞争力。 ”莫晓宇称。

对于集成电路的发展前景， 莫晓

宇表示，受益于5G、AI、物联网等产业

升级及快速发展， 全球半导体市场回

暖，集成电路产业将处于上行周期。

北斗业务爆发式增长

北斗导航业务是振芯科技“十四

五” 期间将大力发展的业务之一。 莫

晓宇表示，将进一步探索北斗在导航、

通信、定位等领域的应用，形成具备产

业化、规模化发展优势的产业链，保持

公司的领先地位。同时，积极开展基于

位置服务和信息服务系统应用的

“5G+物联网+北斗” 的技术研究。

受益于北斗系统全球组网， 振芯

科技北斗终端及运营业务2020年实

现销售收入 2.51亿元， 同比增长

60.3% ，2021 年 一 季 度 实 现 收 入

8298.6万元，同比增长444.94%。

2020年，公司深入开展北斗三号

核心产品及新场景下北斗应用的研

究， 实施了北斗三号基带设计及终端

研发项目85项。 其中，新立项57项目，

突破了多项北斗三号核心产品关键技

术。 在北斗三号终端核心器件基带设

计技术方面，实现了RNSS、全球短报

文和RDSS功能的整合，时间特性、接

收灵敏度和窄带抗干扰能力达到国内

领先水平；基于掌握的北斗基带技术，

利用北斗链路实现了语音与图像的传

输， 完成了国内首批北斗三号手持及

指挥机的研制及生产， 取得了多款型

号终端测评第一的成绩。

北斗市场拓展方面， 公司重点产

品包括北斗车载设备、手持设备、机载

设备、 船载设备及北斗模块销量实现

稳步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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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行业用户需求。

抓住机遇跑马圈地

视频图像安防监控是振芯科技的

三大主营业务之一。 振芯科技是国内

安防监控领域产品及解决方案提供

商，业务涉及平安城市建设、智能交通

领域、应急指挥管理、图像综合应用等

领域。莫晓宇表示：“基于在行业及视

频大数据方面的积累， 公司整合多源

信息融合、图像识别、光电跟踪及动态

规划技术， 研发满足智能车机等领域

的数据化、智能化新产品。 ”

2020年，公司大力推进视频图像

智能化产品在公安、 机场信息化领域

相关项目落地。“警务督察” 信息管理

系统通过多个用户测试， 功能进一步

完善，为后期大规模推广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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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15日， 公司召开董事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认定公司实

际控制人》的议案。董事会认为，鉴于

公司控股股东国腾电子集团陷入僵

局，且未来将持续较长时间，国腾电子

集团各股东之间亦无一致行动的安

排，不存在共同控制的情形，公司实际

上已处于无实际控制人的状态， 应认

定为无实际控制人。

莫晓宇表示：“2020年公司治理

得到有效改善， 经营情况出现转机。

‘十四五’ 期间，集成电路行业仍处

于上行周期，拥有核心技术的公司将

取得先发优势。 同时，随着北斗全球

卫星组网的完成，北斗导航定位能力

得到极大提升，相关下游应用将迎来

发展良机。 经过近20年的积累，公司

在核心元器件、卫星导航综合应用和

视频图像等产品方面优势明显，将抓

住机遇，积极跑马圈地，力争实现跨

越式发展。 ”

2020年振芯科技

向投资者交出了一份靓

丽成绩单， 营业收入和

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22.38%和1657.46%。 振

芯科技董事长莫晓宇近

日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 公司紧抓

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及集

成电路市场需求增长的

机遇，超额完成了2020

年经营目标。“十四五”

期间， 公司将重点发展

集成电路产业， 围绕上

下游延伸，保持在射频、

转换器等数模混合芯片

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

同时， 加快推进北斗三

代卫星导航终端产品迭

代，“十四五” 期间争取

实现跨越式发展。

● 本报记者 康曦

振芯科技董事长莫晓宇：

“十四五” 期间重点发展集成电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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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发布多款新品

推广Mini� LED趋势明显

●本报记者 张兴旺

北京时间4月21日凌晨，苹果在

2021年春季新品发布会上推出 i-

Phone� 12和 iPhone� 12� mini紫色

版本手机， 同时推出了iPad� Pro平

板电脑。天风国际分析师郭明錤此前

预测， 苹果推广Mini� LED趋势明

显，预计6款产品将在2021年年底前

面市。

发布多款产品

本次春季新品发布会，苹果推出

了iPhone� 12和iPhone� 12� mini全

新紫色外观版本。 iPhone� 12售价

6299元起 ，iPhone� 12� mini售价

5499元起。

根据调研机构Strategy� Ana-

lytics发布的报告， 一季度苹果i-

Phone全球出货量为5700万部，以

17%的市场份额位居第二。 iPhone�

12系列产品势头强劲。

另外， 苹果发布了AirTag追踪

器。据苹果介绍，AirTag可以帮助用

户轻松追踪各种物品。 AirTag单个

售价229元，四件装779元。

iPad� Pro是本次发布会的重头

戏。 该产品支持5G，搭载苹果M1芯

片。 这是M1芯片首次搭载在苹果平

板电脑上。 天风证券指出，苹果笔记

本电脑、imac、iPad均使用M1芯片，

显示出苹果打通了旗下 iOS、iPad�

OS以及Mac� OS三大独立操作系统

之间的壁垒。

12.9英寸版本 iPad� Pro采用

Mini� LED屏幕。 民生证券指出，

Mini� LED屏幕带来更精细化显示

效果和更低功耗。

从售价看，11英寸版本 iPad�

Pro售价6199元起。 12.9英寸版本i-

Pad� Pro售价8499元起。

苹果还发布了全新的iMac，搭

载苹果M1芯片，售价9999元起。

采用Mini� LED

郭明錤表示，未来苹果iPad将采

用Mini� LED与OLED两种显示技

术。 组装厂商将自4月中下旬后开始

大量生产Mini� LED� iPad。

从产业链看， 中信证券指出，

目前晶电、 台表科等企业的产品

相对成熟，系苹果Mini� LED芯片

主供商。 国泰君安指出，三安光电

的Mini� LED芯片已经批量供应

三星，未来有望成为苹果的核心供

应商。

中信证券指出，2020年 iPad出

货量同比增长 6.7%至 5320万台，

2021年有望继续稳步增长。

Wind数据显示， 截至4月21日

晚间，在40家苹果概念公司中，25家

公司披露了一季度业绩情况。 其中，

大族激光、科森科技、华工科技、横店

东磁、歌尔股份5家公司发布了一季

报，5家公司全部盈利；21家苹果概

念公司披露了一季度业绩预告。 其

中，领益智造、信维通信、长盈精密、

德赛电池等13家公司预增， 立讯精

密预计略增，欣旺达、百邦科技等4

家公司预计扭亏。

2185家A股公司披露

了2020年年报，1438家公

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

占比65.81%。

65.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