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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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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陆致成、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秋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李荣华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2011.12.31

2012.9.30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426,389,394.14

515,455,623.51

1,329,641,123.45

7.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元）

1,127,029,532.75

449,624,993.96

1,040,779,185.47

8.29%

241,753,049.00

135,000,000

135,000,000.00

79.08%

4.66

3.33

7.71

-39.56%

股本（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2012 年 7-9 月
营业总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比上年同期增减（%）

2012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162,125,175.35

-8.82%

436,668,058.93

-10.16%

59,794,514.12

51.63%

108,750,347.28

11.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38,758,611.21

-70.7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股）

--

--

0.16

-83.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73

51.63%

0.4498

11.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73

51.63%

0.4498

11.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5%

1.57%

10.05%

0.2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4%

2.23%

10.1%

4.2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元）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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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426.92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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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31,901.03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1,304,887.96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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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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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
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7,089.5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404.84

所得税影响额

-3,953,577.36

合计

25,964,100.04

--

公司对“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以及根据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
性损益的项目的说明
项目

涉及金额（元）

说明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1,042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股份种类及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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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银行－工银瑞信核心价值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296,350 人民币普通股

3,296,350

中国农业银行－中邮核心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998,144 人民币普通股

2,998,144

中国银行－华宝兴业先进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847,469 人民币普通股

2,847,469

银丰证券投资基金

2,590,724 人民币普通股

2,590,724

中国工商银行－诺安价值增长
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2,576,012 人民币普通股

2,576,012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甬江
十号

2,006,041 人民币普通股

2,006,041

中国工商银行－诺安中小盘精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913,681 人民币普通股

1,913,681

毕立新

1,882,235 人民币普通股

1,882,235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建行 828

1,583,352 人民币普通股

1,583,352

股东情况的说明

诺安价值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诺安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人同为诺安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除此以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报告期内，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202.9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浮32%，主要原因是本期流转税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2、报告期内，财务费用-1455.6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浮225%，主要原因是定期银行存款金额增加致使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3、报告期内，资产减值损失-216.24万元，比上年同期下浮5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存货跌价准备转回所致；
4、报告期内，营业外收入2897.3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01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子公司北京同方微电子
有限公司收到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政府补助拨款所致；
5、报告期末，应收账款26345.61万元，较年初增长4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销售回款同比减少所致；
6、报告期末，在建工程8062.24万元，较年初增长442%，主要原因是公司LED衬底材料蓝宝石晶片产业化项目3#生产楼
及附属设施和设备增加投入所致；
7、报告期末，短期借款减少100%，原因是公司LED衬底材料蓝宝石晶片产业化项目进口设备信用证押汇借款到期归还
所致；
8、报告期末，其他非流动负债4283.28万元，较年初增长80%，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集成电路
设计专项政府补助拨款所致；
9、报告期内，经营活动净现金流3875.8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浮71%，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销售收款减少所致；
10、报告期内，投资活动净现金流-8551.3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浮168%，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LED衬底材料蓝宝石晶片
产业化项目投资支出增加所致。

（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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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拟向深圳市国微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弘久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天惠人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鼎仁投
资有限公司、韩雷、袁佩良六名股东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其所持有的深圳市国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合共 96.4878%的股份；
同时，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25%。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10 日、2012 年 8 月 13 日、2012 年 8 月 30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 2012 年第 4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2012 年 9 月 3 日，公司将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材料上报证监会。
2012 年 9 月 12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 121590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2012 年 10 月 10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 121590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该事项尚处于证监会审核阶段，未对报告期经营成果与财务状况产生影响。详细进展情况请关注公
司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同方股份有限
诺
公司

所拥有的本公
2012 年 5 月 10
司股份自新增
2011 年 01 月 07
股份上市首日
日至 2015 年 5 严格遵守承诺。
日
月9日
起 36 个月内不
转让。

资产置换时所作承诺
发行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 是 □ 否 □ 不适用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问题
□ 是 □ 否 √ 不适用
作出承诺
承诺的解决期限
解决方式
承诺的履行情况

（四）对 2012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2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2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调整前

调整后

290% 至 372%

16% 至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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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2012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12,000 至 14,500

2011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元)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30,732,717.30

103,425,503.51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合并报表范围增加
公司智能卡芯片业务快速稳定增长及政府补
了全资子公司北京同方微电子有限公司，对公
助资金的支持，公司整体经营业绩有所提高。
司业绩产生影响。

（五）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
提供的资料

2012 年 08 月 23 日

北京同方微电子有
实地调研
限公司会议室

机构

同方微电子上半年
浙商证券有限责任
的经营情况及主要
公司
产品的发展预期等。

2012 年 09 月 14 日

北京同方微电子有
实地调研
限公司会议室

机构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 同方微电子主要经
公司
营业务情况等。

5、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是否发行公司债券
□ 是 √ 否

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陆致成
2012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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