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月度汇总表 

（2022 年 11 月） 

 

股票名称：复旦微电                                          股票代码：688385 

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__________ 

参与单位/个人 

中信保诚基金、上投摩根、易方达、高毅资产、东证资管、民生证券、

国投瑞银、泉果基金、南方基金、民生证券、银华基金、天风证券、 

易方达基金、信达证券、中泰证券 

时间 

2022 年 11 月 4 日 14:00-15:00 

2022 年 11 月 10 日 15:30-16:30 

2022 年 11 月 15 日 14:00-15:00 

2022 年 11 月 23 日 15:00-16:00 

2022 年 11 月 25 日 15:00-16:00 

2022 年 11 月 29 日 9:30-10:15 

地点 公司会议室 

公司接待人员 

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方静 

证券事务代表 郑克振 

财务部经理 金建卫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内容 

1、公司主营业务是什么？ 

答：公司是国内芯片设计企业中产品线较广的企业，现有安全与识别、非挥发存储器、智能

电表芯片、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四大类产品线，并通过控股子公司上海华岭集成电

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为客户提供芯片测试服务。 

 

2、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经营情况介绍？ 

答：2022 年 7 至 9 月，集团实现营业收入约为 10.0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约为 42.49%；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3.29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约为 69.50%；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为 3.16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约为 81.65%。 

各产品线营业收入分别为：安全与识别芯片约为 2.76 亿元、非挥发性存储器约为 2.30 亿元、

智能电表芯片约为 1.90 亿元、FPGA 及其他芯片约为 2.35 亿元、测试服务收入（合并抵消



后）约为 0.64 亿元。7 至 9 月产品综合毛利率由上年同期的 62.88%提高至 65.08%。 

 

3、公司 22 年前三季度营收增长的原因？ 

答：主要系积极开拓市场与新客户，持续优化产品与客户结构，保障生产及供应链产能，使

得主要产品线营业收入增加。 

 

4、请介绍一下主要业务的情况。对未来各个业务的发展情况如何预期？ 

答：鉴于公司业务线较多，为更充分、准确的展示企业业务情况，公司在定期报告中将各个

业务线情况都做了拆分，供投资者查阅。 

从展望的角度，公司的产品线广、经营韧性强，抗风险能力好是本公司的一个重要特点；

消费电子放缓对公司消费类产品也有一定的压力，公司在工业控制、物联网、智能计算等领

域的应用保持较好的经营态势。 

安全与识别产品线。作为公司主力业务之一，应用广泛。智能卡与安全芯片，在积极开

拓社保卡、会议证件卡等高附加值产品，取得了较好的成绩；RFID 和传感芯片，在物联网

的应用广泛。该产品线以产品组合和整体解决方案向感知 RFID 芯片与防伪应用、 物联网

安全、NFC 应用方案等方向拓展。由于应用场景的不断增多，该业务线发展空间较广。 

非挥发存储器。公司产品在知名度、可靠性方面的声誉在国产品牌中较高。当前以消费

电子产品为代表的部分芯片需求呈现下滑趋势，本公司以存储类产品为代表的部分消费产品

也面临需求减少、价格下降，因此有一定的承压，总体与行业保持同频。  

智能电表 MCU。公司在智能电表市场占比较高，电表这种专用类的 MCU 受通用市场

行情影响较小。前三季度依然保持了高速增长。公司向通用 MCU 发展的脚步也没有停滞，

依然在积极开拓如白电、车规等市场的应用。 

FPGA 及其他芯片。公司的 FPGA 芯片受到客户认可，取得较好的业务成绩。目前依然

是供不应求。后续公司会持续加大供应能力建设，丰富产品谱系，拓展新的应用市场。 

 

5、公司 22 年前三季度研发投入增长的原因？ 

答：主要系公司为保持研发竞争力，合理调增薪酬，使得职工薪酬增加，同时实施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增加。 

 

6、后面费用率的趋势？ 

答：公司过去几年研发占比常年维持在 30%左右，现在随着销售规模扩大，研发费用率会

下降，但研发投入总金额依然会提升。 

 

7、研发人员招聘情况如何？ 

答：受科创板上市，公司各产品线在行业中的影响力提升，今年招聘情况比往年要好。工程

师的人均成本仍较高的。我们尊重技术，也会尽量在合理的区间内为工程师提供有竞争力的

薪资水平。 

 



8、公司是否收入是否有明显的季节性？ 

答：往年由于一季度春节假期等，一般营收会少一些，但 2022 年的一季度营收情况却有较

好的表现。因此目前情况分析，季节性并不是很强。 

 

9、国际贸易摩擦，对公司是否有影响？ 

答：公司始终坚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参与集成电路产业链的发展，积极与国内外主要的集成电

路厂商保持良好的合作。同时，适当增加存货，提升供应链的韧性。目前，公司对客户的供

应稳定，对供不应求的产品，公司也在积极的增加产能。 

 

10、公司与主要晶圆代工厂的合作情况？ 

答：复旦微电有 20 多年的芯片设计经验，和国内外主要的晶圆厂都保持良好的关系，从设

计到生产全程相互配合支持。在长期的经营中，公司也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11、各产品线往四季度展望下游需求和库存趋势？ 

答：安全与识别芯片在物联网应用场景增加，RFID 在身份识别、物流追踪、物联网等场景

应用，应用场景越来越多，产品溯源、防伪等需求是重要的增长点，该产品线在海外的市场

需求也在增长中。存储业务的波动比较大，与行业的总体趋势趋同，公司的优势在于产品可

靠，在客户中有较好的口碑。MCU 产品线在前 3 季度增长了 144%，通用型 MCU 与电表

MCU 均有增长，其中电表 MCU 增长的速度更快，主要是因为产能缓解，有利于销售。FPGA

及其他芯片在工业控制、人工智能等方面也有新增客户，受市场供求关系影响，产品需求结

构性的变化，库存备货会相应增加。 

 

12、智能卡有新开拓别的业务吗？ 

答：智能卡与安全芯片广泛应用于银行卡、社保卡、门禁卡、公交卡等。此外，以安全 SE 芯

片和安全 MCU 芯片的形式，逐步向医疗、可穿戴设备、定位等应用领域扩展。未来，安全

芯片除了在消费级的电子设备上应用外，还将通过高质量的设计能力进入车用电子领域，获

得更多新的市场空间。 

 

13、智能电表 MCU 后续增长的持续性？ 

答：公司的智能电表 MCU 在国家电网单相智能电表 MCU 市场份额持续保持领先地位。对

于未来换表周期、IR46 标准推广进度等，公司都是密切关注，提前做好准备。 

在智能电表之外，公司还积极在水气热表、白色家电、车规 MCU 等市场积极拓展，这是我

们未来的一个重要的增量空间。 

 

14、通用 MCU 明年占比上来毛利率会不会有压力？ 

答：公司 MCU 产品会根据市场情况和竞争格局调整价格。去年年底到今年，市场缺芯给包

括复旦微电在内的国内企业带来很多机遇，我们还是会坚持稳扎稳打的作风，重视口碑和信

誉的传统，一步步的拓展应用场景。 

 



15、公司预期存储、MCU 等产品后续的增长情况？ 

答：复旦微电是在市场竞争中发展的企业，存储、MCU 等产品也会随行就市进行调整。今

年以来，以消费电子为代表的终端市场在调整中，需求传导对公司存储产品也带来较大的挑

战，该产品线也在积极拓展新客户，开发新产品以应对竞争；公司 MCU 产品多用于电力电

表等专用产品中，目前还保持较好的业绩表现，后续会根据市场情况进行调整。 

 

16、通用这块汽车、物联网、工控的产品情况？ 

答：本公司多个产品线在车规应用方面都有布局。安全与识别产品线在 TBox 安全芯片和汽

车数字钥匙等项目中量产落地；非挥发存储器部分 EEPROM 产品通过了工业级、车规级

考核； 第一代车规 MCU 完成 AEC-Q100 考核并在多家客户实现导入和小批量产，目标应

用领域包括车用雨刮器、车窗、座椅、门锁、 空调、电子换挡器等；新一代车规 MCU 开

始设计。 

公司的通用低功耗 MCU 和安全与识别芯片在物联网方面的应用比较广泛。NFC 和 

RFID 相对于其他连接技术，在多物品识别、低功耗、成本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17、如何看 FPGA 相关产品后续需求和趋势？ 

答：2022 年 1-9 月，公司 FPGA 及其他芯片约为 6.00 亿元，同比增长约 111%。使用本公

司产品的客户数也在不断增加中。公司坚信产品竞争力和对客户的服务能力，未来能够保持

较好的增长。 

 

18、复旦微电的客户数还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还是会明显放缓？ 

答：受益于科创板上市带来企业知名度增长，以及过去 20 多年的厚积薄发，公司近几年客

户数量显著增长。后续公司将积极拓展市场应用领域，以保持较好的增长态势。 

 

19、PSoC 主要包含哪些功能？是否在供应上能满足客户需要？ 

答：PSoC 能满足高速通信、信号处理、图像处理、工业控制等应用领域需求，目前已经导

入一些客户，反馈良好。该产品目前供不应求。 

 

20、校办企业上科创板之后架构有什么变化吗？ 

答：复旦微电自创办伊始，按照三会治理架构，打造了一个权责清晰、管理有序的管理环境。

并按照现代企业治理体系发表意见。公司在港股上市也有 20 余年，科创板上市没有对公司

治理架构带来影响。 

 

21、减持的计划进展情况？公司未来是否还会实施股权激励？ 

答：公司对于其他股东的减持情况并不掌握，公司员工持股平台的减持会按照规则进行披露。 

科创板有很多制度创新，其中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对于员工激励效果显著，在抗击疫情、保障

生产期间，很多员工都体现了以公司利益为重的精神，有利的保障了前 3 季度的生产经营。

公司后续将使用好相关工具，实现员工、股东、企业三者共赢。 



附件清单 无 

日期 2022 年 11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