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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23                             证券简称：北京君正                             公告编号：2015-009 

北京君正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到指定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网站地址为：

chinext.cninfo.com.cn；chinext.cs.com.cn；chinext.cnstock.com；chinext.stcn.com；chinext.ccstock.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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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 104,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6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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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 investors@ingenic.com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 10 号院东区 14

号楼 A 座一至三层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 10 号院东区 14

号楼 A 座一至三层 

2、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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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2013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2 年 

营业收入（元） 59,031,657.27 94,832,084.99 -37.75% 106,933,127.74 

营业成本（元） 26,295,584.37 48,689,480.94 -45.99% 55,867,695.52 

营业利润（元） -18,487,220.25 11,533,065.81 -260.30% 4,234,603.33 

利润总额（元） -12,753,049.78 28,333,784.59 -145.01% 52,810,629.36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

利润（元） 
-10,029,719.23 25,569,724.44 -139.22% 47,875,61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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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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75,931.91 11,468,997.14 -225.35% 7,730,809.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080,681.02 35,945,624.25 -103.01% 35,057,558.28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股） 
-0.0104 0.3456 -103.01% 0.33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64 0.2459 -139.20% 0.46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64 0.2459 -139.20% 0.46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4% 2.37% -3.31% 4.6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1.35% 1.06% -2.41% 1.14%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2 年末 

期末总股本（股） 104,000,000.00 104,000,000.00 0.00% 104,000,000.00 

资产总额（元） 1,073,181,303.30 1,090,636,877.42 -1.60% 1,111,384,350.29 

负债总额（元） 15,013,754.80 12,055,539.44 24.54% 27,793,877.01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元） 
1,057,420,639.06 1,077,870,583.89 -1.90% 1,083,590,473.28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股） 
10.1675 10.3641 -1.90% 10.4191 

资产负债率 1.40% 1.11% 0.29% 2.50% 

3、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1）股份变动情况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57,278,017 55.08%    -11,228,356 -11,228,356 46,049,661 44.28% 

其他内资持股 57,278,017 55.08%    -11,228,356 -11,228,356 46,049,661 44.28% 

   境内自然人持股 57,278,017 55.08%    -11,228,356 -11,228,356 46,049,661 44.28%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46,721,983 44.92%    11,228,356 11,228,356 57,950,339 55.72% 

1、人民币普通股 46,721,983 44.92%    11,228,356 11,228,356 57,950,339 55.72% 

三、股份总数 104,000,000 100.00%    0 0 104,000,000 100.00%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7,9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日末股东总数 9,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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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7% 22,020,423 17,640,317   

李杰 境内自然人 13.56% 14,100,000 11,700,000 质押 6,630,000 

冼永辉 境内自然人 5.58% 5,798,400 4,37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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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紧 境内自然人 5.51% 5,730,400 4,342,800   

泰康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

-019L-FH002 深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3% 3,778,397 0   

施玉庆 境内自然人 2.78% 2,886,4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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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君 境内自然人 1.72% 1,792,500 1,344,375   

许志鹏 境内自然人 1.65% 1,720,000 1,312,500   

刘飞 境内自然人 1.63% 1,700,000 1,46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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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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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4、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4年公司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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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可穿戴设备市场尚未出现快速增长，

公司产品在智能可穿戴设备市场尚未实现大规模销售，同时随着公司产品逐渐淡出学生平板市场，公司在教育电子领域的销

售收入同比出现下滑，从而导致报告期内公司总体营业收入同比出现下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903.17万元，

同比下降37.75%；实现净利润-999.36万元，同比下降139.53%，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02.97万元，同比下降

139.22%。 

针对公司目前面临的市场情况，公司在运营管理上不断进行完善和改进。报告期内，公司对面向不同市场领域的准事业

部进行了细化调整，有效增强了公司市场拓展的力度，使公司的市场反应能力显著提高，并有助于公司更好地跟随市场变化，

捕捉市场热点领域。 

具体来说，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的经营情况如下：  

芯片研发方面，公司规划了面向智能可穿戴设备领域的系列芯片解决方案，并于报告期内完成了两款芯片的研发、投片

和封装测试工作。该系列芯片推出后，将更好地贴合可穿戴设备市场的需求，为公司成功拓展可穿戴设备市场创造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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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第二代CPU核Xburst 2和VPU技术等核心技术的研发，其中Xburst 2 CPU继续进行CPU核各模块

的设计。公司在核心技术方面的研发工作将会不断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方案研发方面，公司完成了第二代智能手表方案的研发，启动了基于新芯片产品的智能手表方案的研发工作，该方案将

更好地降低产品功耗，提高待机时间及产品性能，提升公司在可穿戴设备市场的整体竞争优势。同时，公司展开了智能眼镜

方案的研发，智能眼镜作为一种新型的可穿戴设备产品，将可能为人们带来全新的通信感受。公司在可穿戴设备市场的持续

研发和拓展，有望为公司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市场拓展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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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音响、物联网、安防监控等。为更好地进行市场拓展，使

开发者更容易地基于公司的平台进行产品开发，公司规划并推出了Newton平台和Halley平台。Newton平台是超低功耗超小尺

寸智能互联设备，集计算、互联、传感器于一体，可应用于物联网、智能可穿戴设备、健康医疗、智能家电、生物识别、工

业控制等各个行业和各种产品中。Halley平台主要是针对智能家居等市场，考虑市场的低成本、快速上市的需求而研发的，

其高度模块化设计也将极大的减少开发者前期的开发投入，加快产品的研发和上市时间。公司有望借助开发平台的推广进入

更多的应用领域。 

技术研发管理方面，公司进一步完善研发工作的流程管理，加强研发部门的培训和学习，优化公司的绩效考核机制，加

强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提高公司的研发管理水平和技术开发能力。公司在技术积累和知识产权方面的工作也取得了较好的进

展，公司鼓励员工技术创新，鼓励员工申请技术专利，报告期内，公司积极组织专利培训会和专利技术挖掘会，公司及全资

子公司取得实用新型专利4项，新增正在申报中的专利3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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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人才的专业化培训，为公司团队的整体素质提高建立保障。  

为提高自有资金的利用效率，更好地挖掘产业投资机会，报告期内，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参与投资北

京柘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根据北京柘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资金安排，公司于2014年10月缴纳了一期投资款人民

币1,000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合肥君正的工商设立工作，合肥君正已经全面展开正常的研发和经营活动。 

（2）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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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分部报告与上年同期相比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主营业务分部报告 

报告期主营业务收入及主营业务利润的构成 

单位：元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利润 

分行业 

消费电子 31,269,908.44 18,545,691.49 

教育电子 21,398,390.10 10,093,793.12 

移动互联网终端 733.33 248.31 

其他 3,243,612.18 1,890,050.47 

分产品 

芯片类 52,640,465.16 28,470,89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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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类 1,133,358.49 1,130,508.92 

其他类 2,138,820.40 928,374.97 

分地区 

广东地区 48,125,921.38 26,614,610.69 

香港地区   

其他地区 7,786,722.67 3,915,172.70 

占比 10%以上的产品、行业或地区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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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69,908.44 12,724,216.95 59.31% -9.78% -14.80% 2.40% 

教育电子 21,398,390.10 11,304,596.98 47.17% -63.26% -65.95% 4.18% 

移动互联网终端 733.33 485.02 33.86% -99.46% -98.75% -37.40% 

其他 3,243,612.18 1,353,561.71 58.27% 133.92% 164.09% -4.77% 

分产品 

芯片 52,640,465.16 24,169,565.66 54.09% -43.84% -49.87% 5.53% 

技术服务 1,133,358.49 2,849.57 99.75% 707.09%  -0.25% 

其他 2,138,820.40 1,210,445.43 43.41% 285.04% 155.15% 28.82% 

分地区 

广东地区 48,125,921.38 21,511,310.69 55.30% -46.18% -53.46% 6.99% 

香港地区       

其他地区 7,786,722.67 3,871,549.97 50.28% 55.45% 56.55% -0.35% 

公司主营业务数据统计口径在报告期发生调整的情况下，公司最近 3 年按报告期末口径调整后的主营业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6）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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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在编制2014年度财务报告时依据财政部于2014年修订及颁布的新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财务报表列报》开始

执行金融工具列表准则。根据各准则衔接要求进行了调整。 

（2）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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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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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包括4家，新增合肥君正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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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君正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强                

 

二○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