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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23                           证券简称：北京君正                           公告编号：2014-029 

北京君正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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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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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半年度报告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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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内的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负责人刘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燕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叶飞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

真实、完整。 

半年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北京君正 股票代码 30022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敏 白洁 

电话 010-56345005 010-56345005 

传真 010-56345001 010-56345001 

电子信箱 investors@ingenic.cn investors@ingenic.cn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会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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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总收入（元） 27,026,899.00 42,243,048.62 -36.02%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元） 
-1,925,270.72 10,568,752.42 -118.22%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4,621,819.18 5,826,223.97 -179.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825,307.43 -8,296,244.29 -29.78%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0.056 -0.0798 -2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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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85 0.1016 -118.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85 0.1016 -118.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8% 0.98% -1.1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43% 0.54%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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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384,623.61 1,090,636,877.42 -1.86%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元） 
1,065,525,623.55 1,077,870,583.89 -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10.2454 10.3641 -1.15% 

非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及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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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1,7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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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643.7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4,379.02  

减：所得税影响额 291,269.26  

合计 2,696,548.4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4,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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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强 境内自然人 22.62% 23,520,423 17,640,317   

李杰 境内自然人 15.00% 15,600,000 11,700,000 质押 5,921,000 

冼永辉 境内自然人 5.61% 5,830,400 4,372,800   

张紧 境内自然人 5.57% 5,790,400 4,342,800   

姜君 境内自然人 2.13% 2,210,000 2,210,000   

刘飞 境内自然人 1.88% 1,950,000 1,462,500   

晏晓京 境内自然人 1.76% 1,830,000 1,372,500   

许志鹏 境内自然人 1.68% 1,750,000 1,31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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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敏 境内自然人 0.75% 780,000 585,000   

鹿良礼 境内自然人 0.69% 713,869 713,86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股东刘强先生和李杰先生为一致行动人；刘强先生和刘飞先生为兄弟关系；除此之

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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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创新技术、自主研发”的技术战略和“开放平台、纵横扩展”的市场战略，不断完善研发管理机制，

完善员工激励机制，提高研发团队的技术研发和创新能力，促进研发成果的快速转换，报告期内公司推出了针对可穿戴设备

市场的M系列芯片, 完成了更为优化的智能手表方案，展开了智能眼镜方案的研发工作。市场方面，公司持续加强可穿戴设

备市场的推广力度，同时，为避免对单一市场的过分依赖以及可穿戴设备市场的不确定因素，公司积极寻找和拓展更多的市

场应用领域，如智能物联网、WIFI音响、生物识别、工业控制、安防监控等领域。在经营管理方面，公司进一步调整和优

化经营管理体制，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提高公司的整体管理水平；同时，公司进一步加强

人才队伍建设，注重专业化培训课程，为公司团队的整体素质提高建立保障。 

由于可穿戴设备市场尚处于前期发展阶段，尚未出现快速增长，公司产品在智能可穿戴设备市场尚未实现大规模销售，

而在教育电子市场，高端市场中学生平板逐渐替代了学习机类产品，对芯片产品的性能需求上，学生平板和普通消费类的平

板电脑趋于一致。由于公司在普通消费类平板电脑市场销售受阻，而教育电子作为一个行业类市场，高端产品的市场容量有

限，如果公司仅为满足教育电子的高端需求而进行新工艺产品的开发，将会带来成本无法收回的风险。因此，2013年公司未

推出最新工艺的产品，致使教育电子销售情况受到影响，从而导致报告期内公司总体营业收入同比出现下降。2014年上半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702.69万元，同比下降36.02%；实现净利润-192.53万元，同比下降118.22%。 

（2）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的构成 

占比 10%以上的产品或服务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行业 

消费电子 13,433,655.64 5,036,190.40 62.51% -25.59% -30.96% 2.91% 

教育电子 11,902,171.48 6,863,145.13 42.34% -48.42% -50.17% 2.03% 

移动互联网终端 733.33 485.02 33.86% -99.35% -98.84% -29.05% 

其他 335,666.29 198,529.32 40.86% -66.51% -41.92% -25.04% 

分产品 



北京君正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芯片类 25,373,656.46 11,967,046.62 52.84% -39.58% -43.61% 3.37% 

技术服务类 42,075.47 2,849.57 93.23%    

其他类 256,494.81 128,453.68 49.92% 4.99% -43.62% 43.17% 

分地区 

广东地区 22,959,099.23 10,600,650.59 53.83% -43.24% -48.59% 4.81% 

香港地区    -100.00%   

其他地区 2,713,127.51 1,497,699.28 44.80% 51.43% 80.36% -8.85%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7,026,899.00 42,243,048.62 -36.02% 

由于教育电子市场学生平板的普及，报告期内公司教育电子市

场销售情况受到影响，同时公司产品在智能可穿戴设备市场尚

未实现大规模销售，导致报告期内公司总体营业收入同比出现

下降。 

营业成本 12,098,349.87 21,450,886.40 -43.60% 受收入下降的影响，成本同比下降。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925,270.72 10,568,752.42 -118.22% 由于销售收入、利息收入及非经常性损益减少所致。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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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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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君正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强                      

二○一四年八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