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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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未有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贝岭 60017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承捷 徐友发 

电话 021-24261157 021-24261157 

办公地址 上海市宜山路810号 上海市宜山路810号 

电子信箱 bloffice@belling.com.cn bloffice@belling.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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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6,048,074.74 3,039,057,789.24 5.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10,671,791.76 2,710,271,922.55 7.39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848,161.80 54,879,424.60 -29.21 

营业收入 392,952,042.91 386,040,676.05 1.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3,830,820.32 73,371,202.89 96.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3,639,220.60 59,475,605.76 7.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2 2.79 增加2.3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4 0.105 9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4 0.105 94.29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1,60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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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32 178,200,000 0 质押 59,696,25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其他 4.35 30,619,700 0 无 0 

亓蓉 境内自然人 1.34 9,417,638 9,417,638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5 6,706,156 0 无 0 

陈强 境内自然人 0.93 6,579,445 6,579,445 无 0 

深圳市宝新微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8 4,773,323 4,773,323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41 2,866,386 0 无 0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 0.30 2,110,000 0 无 0 

吴晓立 境内自然人 0.26 1,806,122 1,806,122 无 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景顺长城中证 500 行

业中性低波动指数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23 1,646,336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与表中所列其他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股东未发现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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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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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董事会领导下，提出聚焦核心产品，突破目标市场，实现集成电路设计主

业高质量发展的经营思路，在立足现有市场的基础上做好产业布局，持续加大新产品开发投入，

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和寻求新的应用领域，努力提升公司的经营业绩。 

（一）产品业务 

1、智能计量与 SoC 

（1）产品研发 

报告期内，上海贝岭（含锐能微）智能计量及 SoC 产品中，单相多功能计量芯片覆盖了目前

国家电网统招市场、南方电网统招市场、部分出口智能电表市场，公司普通单相和普通三相计量

产品在非招标市场占据主要份额。公司现有的 SoC 及 MCU 芯片产品主要面向出口电表市场和国

网统招市场。公司已研发出满足 OIML R46 标准要求的、面向下一代电表的单相、三相智能计量

芯片，将多功能计量芯片升级为智能计量芯片，目前正处于推广阶段。 

除了智能电表市场外，公司在现有产品基础上，积极研发面向智能插座、电动自行车充电桩、

直流充电桩、能源监控等领域的计量芯片。 

（2）市场营销 

报告期内，国家电网 2019 年第一标招标数量相对于 2018 年第一标有明显增长，公司的计量

芯片在国网和南网统招市场整体出货量继续排名第一。报告期内，电表出口市场的单相 SoC 芯片

取得了较大幅度的销售增长。同时，面向智能插座、直流充电桩、能源监控等新应用领域的计量

芯片、SoC 芯片等也实现了销售的增长。针对 OIML R46 的要求以及电网提升运营质量和效率的

内在需求，国家电网及南方电网对电能表和计量芯片提出了新的要求，下一代智能电表计量芯片

已进入推广阶段，国内主要客户已开始使用公司芯片开展设计。 

2、电源管理 

（1）产品研发 

加速国产芯片选用进程，是越来越多国内电子相关领域整机企业的共识。报告期内，公司抓

住市场机遇，与消费类，通信，工业，汽车电子等众多优秀客户深入沟通技术需求，共同制定产

品规格及研发进度表，为逐步提升双方产品竞争力打下坚实基础。 

（2）市场营销 



报告期内，客体需求平稳，老产品市场价格小幅下降，电源产品销售额同比略有下降。用于

消费类、网通、三表市场的 LDO、DCDC 新品积极推广中，部分产品已经成功导入客户新项目。 

3、非挥发存储器 

（1）产品研发 

报告期内，公司自主研发的通用 EEPROM 系列产品进展顺利，12 款新产品已经量产，2 款新

产品正在工程验证，2 款新产品顺利完成设计开发，另有 2 款新产品立项。报告期内，公司完成

了高端服务器用 DDR4 内存条配套 SPD EEPROM 的研发和验收，对部分 EEPROM 产品进行了技

术升级，提升了产品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着力扩大 EEPROM 产品线，丰富产品系列。 

（2）市场营销 

报告期内，公司 EEPROM 产品销售额同比实现增长约 75%，产品系列已经基本齐全，实现

了容量 2kbit 到 2048kbit、各种封装形式的全覆盖。公司 EEPROM 产品客户重点分布在工业控制、

智能电表、移动终端等领域。工业控制领域显示器应用的 EEPROM 始终保持着稳步的出货量。报

告期内，公司 EEPROM 产品已成为国内主要摄像头模组厂家的供货商，销售稳步增长。 

4、高速高精度 ADC 

（1）产品研发 

报告期内，公司在高速高精度 ADC 产品的研发和市场推广方面持续投入。第一代和第二代

ADC 产品在北斗导航、信号接收等领域实现小批量销售，并且已为多家客户送样并设计导入，受

到了客户的广泛赞誉。用于核磁共振仪的中频接收机芯片已经成功在客户端设计导入并产生销售。

第三代射频采样高速 ADC 研发进展顺利，已经在 Q2 完成 tape-out，有望在 Q4 出样。 

（2）市场营销 

高速高精度 ADC 产品属于高端模拟电路，关乎整机系统的核心性能指标，但客户较为分散，

推广周期较长。未来公司将依托现有技术基础，逐步完善 ADC 产品系列，进一步加强市场推广

力度，扩大应用面，增加营收贡献。 

5、工控半导体 

公司于 2019 年初新设工控半导体业务，定位于为工业控制和汽车电子提供高可靠性的半导体

芯片产品。 

（1）产品研发 

报告期内，上海贝岭已初步具备部分产品。未来将持续投入，继续丰富产品线，在数字电源、

高可靠性的半导体芯片产品等领域形成完整解决方案，覆盖主控芯片、驱动芯片、信号采样芯片

等。 

（2）市场营销 

报告期内，针对车载充电机、通信电源、服务器电源、工业电源等不同领域开始推广工作，

目前处于客户导入阶段。高可靠性的半导体芯片产品领域积极开拓新的销售资源，在计算机、白

色家电等领域导入公司新产品，争取在 2019 下半年实现上量，实现销售规模增长。 

（二）生产运营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运营工作围绕公司经营目标，积极应对上游产能供应紧张、加工价格上

涨、汇率波动的客观不利因素影响，积极开拓新的加工平台或新供应商，采取量价配合或打包价

的方式，力争旺季供应链稳固，获得市场最优价格，确保销售交货和公司利益。 

同时，公司从流片、封装到测试各个环节做好产销衔接及各供应商的产能调配工作，与各主

要供应商继续保持了良好合作关系。 

报告期内，公司经过不断努力，严控产品质量，规范供应商管理，本年度供应商满意度较去

年度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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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

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

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等 4 个新会计准则，并对期初数进行了调整，不涉及追溯调整。 

1、对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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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9,059,929.42 347,905,627.30 338,845,697.88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36,539,004.23   -236,539,004.23 

递延所得税资产 30,316,511.61 14,970,507.56 -15,346,004.05 

其他综合收益 -8,921,815.20   8,921,815.20 

盈余公积 181,147,854.41 186,681,013.30       5,533,158.89  

未分配利润 679,574,989.98 752,080,705.49 72,505,715.5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710,271,922.55 2,797,232,612.15 86,960,689.6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2,739,309,989.30 2,826,270,678.90 86,960,689.60 

报告期内，鉴于公司所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有活跃的房地产租赁市场，公司能够从房

地产租赁市场上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租赁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从而对投资性房地产的

公允价值做出科学合理的估计，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取得。公司为客观反映投

资性房地产价值，并与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的会计

政策保持一致，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 号——投资性房地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

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拟将投资性房地产计量模式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从成本法变更为公允价值模式，此会计政策变更涉及追溯调整，调整内容如下： 

1、对 2018 年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的影响： 

项目 

2018/12/31 

累计影响金额 

2018/6/30 

累计影响金额 

（增加+/减少-） （增加+/减少-） 

投资性房地产         331,283,729.11         290,823,996.53  

递延所得税负债          49,692,559.37          43,623,599.49  

盈余公积          28,159,116.97          24,720,039.70  

未分配利润         253,432,052.77         222,480,357.3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81,591,169.74         247,200,397.04  



所有者权益合计         281,591,169.74         247,200,397.04  

2、对 2018 年上半年合并利润表项目的影响： 

项目 
2018 年上半年影响金额 

（增加+/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6,800,000.00  

营业成本          -3,389,732.59  

所得税费用           1,528,459.89  

净利润           8,661,272.70  

3、对 2018 年度合并利润表项目的影响： 

项目 
2018 年度影响金额 

（增加+/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43,870,000.00  

营业成本          -6,779,465.17  

所得税费用           7,597,419.78  

净利润          43,052,04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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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