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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70                              证券简称：盈方微                              公告编号：2018-057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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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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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陈炎表 董事 工作原因 史浩樑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盈方微 股票代码 00067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s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方旭升（代行） 代博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盛夏路 500 弄 4 号 2 层 上海市浦东新区盛夏路 500 弄 4 号 2 层 

电话 021-58853066 021-58853066 

电子信箱 infotm@infotm.com infotm@infotm.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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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316,259.83 157,880,210.70 -52.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6,541,733.21 4,942,273.54 -1,041.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7,046,264.48 1,694,294.60 -2,876.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349,050.42 22,764,512.37 -141.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70 0.0061 -1,03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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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70 0.0061 -1,034.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34% 0.70% -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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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011,575.26 455,326,605.87 -10.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26,187,381.58 371,649,436.79 -12.2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6,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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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盈方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91% 105,432,976 105,432,976 
质押 105,182,576 

冻结 105,432,976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45% 69,000,000 69,000,000   

上海舜元企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9% 40,777,984 3,115,248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6% 37,259,600 37,259,600   

重庆国投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利

盈一号私募基金 
其他 2.42% 19,773,000    

荆州市古城国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0% 12,230,400    

刘淑芳 境内自然人 1.03% 8,448,100    

程浩生 境内自然人 0.66% 5,392,200    

王彩霞 境内自然人 0.37% 3,021,231    

陈志成 境内自然人 0.27% 2,203,000 2,203,000 
质押 671,261 

冻结 2,203,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陈志成系上海盈方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属一致行动

人；陈志成及上海盈方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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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股东之间，公司未知其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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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末，股东刘淑芳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8,398,3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03%。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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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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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上半年，面对日益复杂的经营环境，公司管理层继续攻坚克难，主动应对经营压力，在突出清理应收、成本管控

的同时，积极调整芯片业务结构。但由于报告期内芯片产品销售整体未达预期，公司营收下滑至7531.63万元，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654.17万元。 

【芯片业务】 

报告期内，芯片业务整体营收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产品应用方面，公司结合市场变化，突出关键产品及优势项目，产

品体系进一步聚焦于智能IPC、智能故事机、WiFi智能门铃门锁三个方向，以此优化现有产品和客户结构，持续深耕影像细

分市场；技术研发方面，对研发队伍进行整合优化，着力于图像核心处理模块的研究攻关；内部管理方面，以深化精细管理

为主线，持续强化财务管控与运营管理，完善内部资源配置及工作流程，强抓降本增效，严控三项费用。 

【数据中心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位于美国休斯敦的数据中心运营情况良好，新客户已启用的服务器机柜保持正常运行，租金回款顺畅。

公司负责数据中心日常的基础运维管理，为客户提供必要的硬件环境（场地、机柜等设施）、充足的电力资源及可靠的物业

服务。 

【北斗系统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宇芯科技北斗高精度芯片项目已完成工程验证，通过系统方案选型、调研技术参数及储备人

员等方式为后期应用产品的市场开发做好技术积累与销售铺垫。此外，宇芯科技积极推进拓展北斗一体机（RDSS终端）和

北斗系统集成业务，相关系统产品及运营方案持续在电力、测绘等行业实现销售。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新疆盈方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1日设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系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盈方微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的公司，截至2018年6月30日盈方微投资尚未对其出资。盈方微新疆设立后，公司将其纳入合并报表

范围，本报告期盈方微新疆尚未有财务数据发生。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代行）：方旭升 

2018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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