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代码：688012

公司简称：中微公司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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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A股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微公司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股票代码
688012

变更前股票简称
不适用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刘晓宇
021-61001199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出口加工
区（南区）泰华路188号
IR@amecnsh.com

胡潇
021-61001199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出口加工
区（南区）泰华路188号
IR@amecnsh.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3,341,133,557.75
2,147,804,197.63
本报告期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上年度末
增减(%)
3,532,678,998.55
-5.42
2,116,405,814.74
1.48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6月）
-374,530,659.90

减(%)
-125,569,230.97

198.27

801,062,332.68
30,371,124.25

465,640,538.44
-13,251,639.07

72.03

22,085,109.53

-44,908,964.25

1.42

-2.34

0.06
0.06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34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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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持有有限售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条件的股份
数量
数量

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02 96,383,533 96,383,533 无

巽鑫（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39 93,337,887 93,337,887 无

南昌智微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置都（上海）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Advanced
Micro-Fabrication
Equipment Inc. Asia
嘉兴悦橙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国开创新资本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Primrose Capital Limited
嘉兴创橙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义乌和谐锦弘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外法人

6.37 30,644,454 30,644,454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国有法人

4.69 22,565,991 22,565,991 无

境外法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07 19,598,224 19,598,224 无
2.74 13,184,004 13,184,004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5.48 26,383,986 26,383,986 无
5.15 24,821,537 24,821,537 无

4.09 19,691,183 19,691,183 无

2.66 12,796,240 12,796,240 无
悦橙投资和创橙投资的普通合伙人均为兴橙投资。

说明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中微公司所处行业呈现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公司坚持以市场和客户需求为导向，
推动以研发创新为驱动的增长策略，刻蚀设备和 MCOVD 设备等主要业务均取得较好的发展。
（一）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8.01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72.0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037.11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二）报告期内重点任务完成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重点工作完成如下：
1、产品研发及客户拓展方面
公司的研发坚持自主创新，研发目标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保持较高的研
发投入，与国内外一流客户保持紧密合作，相关产品研发进展顺利、客户端验证情况良好。公司
主要产品的具体情况如下：
（1）CCP 刻蚀设备
报告期内，公司刻蚀设备产品保持竞争优势，批量应用于国内外一线客户的集成电路加工制
造。此外，公司已成功取得 5 纳米逻辑电路、64 层 3D NAND 制造厂的订单。在验证顺利的情况下，
公司将紧跟客户的生产计划、量产需求有序制定生产计划。
（2）ICP 刻蚀设备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开拓 ICP 设备业务，已在某先进客户验证成功并实现量产，并有机台在
其他数家客户的生产线上验证。公司将积极推进客户验证，并计划开展新的客户验证，进一步提
高产品的技术先进性和市场竞争力。
（3）MOCVD 设备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发挥在蓝光 LED 设备的竞争优势，实现大量发货，同时，应用于深紫外 LED
的 MOCVD 设备已有产品在某先进客户验证成功。公司将推进在手订单的发货和设备验证，并继续
推动 Mini LED 的技术验证。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方向和产品符合市场趋势和需求，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各产品的研发
成果均取得先进客户的认可，客户验证情况良好，巩固了公司的竞争优势。
2、供应保障方面
公司在需求预测、库存管理和供应商管理三方面建立了动态协调机制，确保生产所需的零部

件原材料能够及时高效流转，实现产品交付时间的精准性。公司也在继续开发关键零部件的多个
供应商，特别是国内供应商，以确保供应。
3、营运管理方面
公司在营运管理中采用关键指标管理，尤其在生产管理、材料管理、客户技术支持和设备运
行表现方面设定了一系列的关键指标，覆盖了质量、效率、成本和安全等众多方面。公司按月、
季和年跟踪各项指标的执行情况，并根据统计结果和客户反馈进行内部讨论，制定出关键指标的
改进要求。报告期内，公司营运水平继续保持较高水平，生产制造缺陷率、设备交付按时率、物
料成本控制等指标均已达到优良水平。
4、人才建设方面
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公司高度重视人才的吸引和发展，致力于与业务发展相结合的
人才战略。报告期内，公司人力资源管理进一步朝着规范化方向发展，拓宽人才吸引渠道、优化
系统提高效率，从国内外吸引了大批行业经验丰富的管理及技术人才，并从知名院校中挑选了一
批优秀的毕业生。同时，优化人才晋升机制，在公司内部培养和提拔了一批优秀的管理和技术人
才。持续优化人才梯队，为公司业务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详见“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41.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
变更” 。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