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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21 年年度
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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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业绩大幅下滑的风险：由于消费类电子行业整体增速放缓叠加芯片缺货的影响，导致

部分消费类终端品牌出货量减少， 进而影响上游元器件供应厂商的出货， 并且公司主力产品
MEMS 声学传感器的行业整体产能充足，行业竞争加剧，特别是价格竞争较为激烈，使得公司
遇到产业链传导以及行业竞争加剧的双重阻力。 同时，受制于公司新产品尚处于起量期，暂未
和主力产品声学传感器形成组合竞争优势，因此，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速放缓。

此外，由于公司产能扩张、客户突破、新产品研发处于投入阶段，相关投入效益尚未在当期
体现以及公司因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产生了较大的股份支付费用等因素叠加影响， 导致本报告
期内净利润出现了下降的情况。

若以上不利因素不能较快扭转，且公司新产品不能较快形成规模收入，公司业绩存在继续
下滑的风险。

● 大客户开拓的风险：近年来，公司持续推进“大客户”战略，即重点突破手机等主流消费
电子行业排名前列的知名客户，进入其准入供应商名单并不断开拓其项目资源，提升在高端客
户的出货规模和市场份额。

鉴于品牌客户的验证导入过程需要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 业内通常的做法是先由外围
IOT 产品开始进行合作，随后通过 ODM 端产品进行出货，在积累了一定的出货量并有了可靠
的质量数据之后，再向品牌客户进行小批量出货导入，最终进入其直供体系形成批量出货。 目
前公司主要处在通过 ODM 端向品牌客户出货的阶段。 因此，如在验证导入过程中因某些不确
定性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公司的大客户开拓出现进度不及预期或者无法最终导入的风险。

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5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
易所下发的《关于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
函》（上证科创公函【2022】0069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接到问询函后，公司及时组织相关人
员对问询函提出的有关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的核查落实，现就函件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 1� 关于收入增长
年报显示，2021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 35,175.81 万元，同比增长 6.57%，主要系公司继续保持

和增加在 MEMS 声学传感器市场份额的基础上，加大对 MEMS 压力传感器和 MEMS 惯性传感
器的研发力度和市场开拓，报告期内公司在该两个市场的销售额大幅增长。 同时，本期境外市
场销售额为 3,965.36 万元，同比增长 56.39%。 请公司：（1）补充披露各项产品分应用领域的收
入构成，与上年同期的情况对比，并结合各项产品销量、价格情况，说明销售额变动的具体原
因；（2）补充披露本期境外市场销售涉及的主要产品、销售地区和销售金额。

回复：
（一）补充披露各项产品分应用领域的收入构成，与上年同期的情况对比，并结合各项产品

销量、价格情况，说明销售额变动的具体原因
1、公司各项产品分应用领域的收入构成及与上年对比情况
2020 年—2021 年各产品分应用领域收入构成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应用领域 2021 年 销 售
收入

占比 2020 年 销 售
收入

占比 收 入 变 动
额

收 入 变 动
率

占比变动

MEMS 声学传
感器

手机 9,796.70 34.11% 9,926.08 34.11% -129.38 -1.30%
可 穿 戴 设
备 8,651.93 30.13% 7,435.36 25.55% 1,216.57 16.36% 增 加 4.58

个百分点

智能家居 7,643.64 26.62% 8,626.27 29.64% -982.64 -11.39% 减 少 3.03
个百分点

笔记本 2,471.63 8.61% 3,034.52 10.43% -562.89 -18.55% 减 少 1.82
个百分点

车载设备 153.42 0.53% 76.55 0.26% 76.87 100.41% 增 加 0.27
个百分点

小计 28,717.32 100.00% 29,098.78 100.00% -381.46 -1.31% -

MEMS 惯性传
感器

可 穿 戴 设
备 1,575.16 89.65% 304.55 35.52% 1,270.61 417.22% 增加 54.13

个百分点

手机平板 181.93 10.35% 552.88 64.48% -370.95 -67.09% 减少 54.13
个百分点

小计 1,757.08 100.00% 857.42 100.00% 899.66 104.93% -

MEMS 压力传
感器

医疗 2,565.12 57.71% 1,809.63 60.55% 755.49 41.75% 减 少 2.84
个百分点

汽车 1,110.29 24.98% 645.29 21.59% 465.01 72.06% 增 加 3.39
个百分点

消费 409.85 9.22% 278.25 9.31% 131.60 47.30% 减 少 0.09
个百分点

工控 359.38 8.09% 255.25 8.54% 104.12 40.79% 减 少 0.46
个百分点

小计 4,444.64 100.00% 2,988.42 100.00% 1,456.22 48.73% -
合计 34,919.04 100.00% 32,944.62 100.00% 1,974.42 5.99% -

MEMS 声学传感器主要应用领域为手机、可穿戴设备和智能家居，2021 年在上述应用领域
收入占相应产品收入比例分别为 34.11%、30.13%和 26.62%。与 2020 年相比，应用领域结构变化
较小，手机领域收入变动较小，智能家居领域的收入减少了 982.63 万元，降幅 11.39%；可穿戴
设备应用领域涨幅较大，收入增加 1,216.57 万元，涨幅 16.36%。

MEMS 惯性传感器主要应用领域为可穿戴设备和手机平板，2021 年在上述应用领域收入
占相应产品收入比例分别为 89.65%和 10.35%。 与 2020 年相比，可穿戴设备应用领域的收入大
幅增加，取代手机平板成为 MEMS 惯性传感器的主要收入来源。

MEMS 压力传感器主要应用领域为医疗和汽车，2021 年在上述应用领域收入占相应产品
收入比例分别为 57.71%和 24.98%。与 2020 年相比，应用领域结构变化较小，MEMS 惯性传感器
在各应用领域的收入均有所上涨。

2、各项产品销量、价格情况，销售额变动的具体原因
单位：万元、万颗、元 / 颗
表一：2020 年—2021 年各产品销售收入、销量、价格情况

产品类型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销售收入 销售数量 单价 销售收入 销售数量 单价

MEMS 声学传感器 28,717.32 39,484.12 0.73 29,098.78 36,267.90 0.80
MEMS 惯性传感器 1,757.08 2,474.55 0.71 857.42 1,120.71 0.77
MEMS 压力传感器 4,444.64 2,990.47 1.49 2,988.42 2,024.60 1.48
合 计 34,919.04 44,949.14 0.78 32,944.62 39,413.21 0.84

表二：产品销售收入、销量、价格变动情况

产品类型
变动额 变动率

销售收入 销售数量 单价 销售收入 销售数量 单价

MEMS 声学传感器 -381.46 3,216.22 -0.07 -1.31% 8.87% -9.35%
MEMS 惯性传感器 899.66 1,353.84 -0.06 104.93% 120.80% -7.19%
MEMS 压力传感器 1,456.22 965.87 0.01 48.73% 47.71% 0.69%
合 计 1,974.42 5,535.93 -0.06 5.99% 14.05% -7.06%

公司营业收入增长主要系 MEMS 传感器销量增长，MEMS 传感器收入较上期增长 5.99%，
销售量增长 14.05%，销售单价下降 7.06%。 其中：

MEMS 声学传感器本期销售收入较上期下降 1.31%， 销售量增长 8.87%， 销售单价下降
9.35%。 MEMS 声学传感器产品处于成熟期，销售单价下降主要系行业整体产能充足，行业竞争
加剧，特别是价格竞争较为激烈；销售量增长主要系可穿戴设备领域产品愈发成熟，销量增加。

MEMS 惯性传感器本期销售收入较上期增长 104.93% ， 销量增长 120.80% ， 单价下降
7.19%。 MEMS 惯性传感器产品处于成长期，销售单价下降主要系本期应用领域结构的变化，
可穿戴设备应用领域的收入大幅增加，取代手机平板成为 MEMS 惯性传感器的主要收入来源，
并且可穿戴设备的销售单价略低于手机平板的单价。

MEMS 压力传感器本期销售收入较上期增长 48.73%， 销售量增长 47.71%， 销售单价上涨
0.69%。 MEMS 压力传感器产品处于成长期，所有应用领域销量均有较大幅度上升；2021 年，我
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迅猛，汽车应用领域前景良好，产品单价略有上升。

（二）补充披露本期境外市场销售涉及的主要产品、销售地区和销售金额
单位：万元

产品类型 外销地区 本期销售收入 占比

MEMS 声学传感器

港台地区 1,922.84 48.49%
新加坡 749.45 18.90%
其他 11.06 0.28%
小计 2,683.36 67.67%

MEMS 惯性传感器

港台地区 1,189.21 29.99%
新加坡 92.79 2.34%
小计 1,282.00 32.33%

合计 3,965.36 100.00%

本期境外市场销售涉及的产品为 MEMS 声学传感器和 MEMS 惯性传感器。 其中 MEMS 声
学传感器主要销售地区为港台地区和新加坡，外销收入分别为 1,922.84 万元和 749.45 万元，收
入占比分别为 48.49%和 18.90%；MEMS 惯性传感器主要销售地区为港台地区， 外销收入为
1,189.21 万元，占比 29.99%。

（三）会计师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实施了以下核查程序：
(1)� 访谈公司销售负责人与财务负责人，了解公司产品主要应用领域、销售地区、产品市场

行情等基本情况，了解客户销售收入变动的原因；
(2)� 获取并查阅公司 2020 年、2021 年销售明细表，统计主要产品、产品应用领域、销售地区

的销售收入、销售量、销售单价等销售情况，分析各期主要产品销售金额变动，平均销售单价和
销售量变动情况。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各项产品分应用领域的收入构成与上年同期相比不存在重大变动；
（2）公司销售额上涨主要系 MEMS 惯性传感器、MEMS 压力传感器销量上涨；
（3）外销涉及的主要产品为 MEMS 声学传感器、MEMS 惯性传感器，主要销售地区为港台

地区和新加坡，2021 年度外销收入总计 3,965.36 万元。
（四）持续督导机构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持续督导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访谈公司销售负责人与财务负责人，了解公司产品主要应用领域、销售地区、产品市场

行情等基本情况，了解客户销售收入变动的原因；
（2）获取并查阅公司 2020 年、2021 年销售明细表，统计主要产品、产品应用领域、销售地区

的销售收入、销售量、销售单价等销售情况，分析各期主要产品销售金额变动，平均销售单价和
销售量变动情况。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
（1）各项产品分应用领域的收入构成与上年同期相比不存在重大变动；
（2）公司销售额上涨主要系 MEMS 惯性传感器、MEMS 压力传感器销量上涨；
（3）外销涉及的主要产品为 MEMS 声学传感器、MEMS 惯性传感器，主要销售地区为港台

地区和新加坡，2021 年度外销收入总计 3,965.36 万元。
问题 2� 关于业绩下滑
年报显示，2021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 35,175.81 万元，同比增长 6.57%；归母净利润 1,242.40

万元，同比下降 70.16%；扣非归母净利润 -197.19 万元，同比下降 105.54%。近三年来，公司净利
润连续下滑。 公司年报称，业绩下滑主要是受股份支付的影响。 2022 年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
7,399.70 万元，同比下降 15.82%；归母净利润 -265.43 万元，同比下降 161.15%；扣非归母净利
润 -314.10 万元，同比下降 198.99%。 请公司：（1）剔除股份支付的影响，说明 2021 年度、2022 年
一季度业绩变动的具体情况和原因，并结合同行业公司经营及业绩表现，说明与行业整体趋势
是否存在较大差异；（2）结合具体产品的市场需求、竞争格局、客户拓展等因素，分析是否存在
业绩继续下滑的风险。 如是，请充分提示风险并说明公司将采取何种措施提升盈利能力。

回复：
（一）剔除股份支付的影响，说明 2021 年度、2022 年一季度业绩变动的具体情况和原因，并

结合同行业公司经营及业绩表现，说明与行业整体趋势是否存在较大差异
1、2021 年度与 2022 年一季度业绩变动的具体情况和原因
2021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为 35,175.81 万元，较 2020 年度增长 6.57%；公司综合毛利率为

34.97%，与 2020 年度基本持平；公司剔除股份支付影响的归母净利润为 4,418.17 万元，较 2020
年度减少 5.16 万元， 主要原因系：2021 年度公司剔除股份支付影响的研发费用为 6,530.59 万
元，较 2020 年度增加 2,326.25 万元。 一方面，公司不断壮大研发团队，研发人员数量较 2020 年
大幅上升， 研发费用中的职工薪酬较 2020 年增加 1,463.12 万元； 另一方面， 公司持续开展
MEMS 声学传感器、MEMS 压力传感器和 MEMS 惯性传感器等主要产品领域的研发工作，同时
在压感传感器、流量传感器、热电堆传感器、微流控芯片、光学传感器、压电超声换能器和扬声
器等新技术和产品领域进行布局，研发活动的直接支出也有所上升。

2022 年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为 7,399.70 万元，较 2021 年一季度下降 15.82%；公司综合毛
利率为 31.32%，较 2021 年一季度下降 5.79 个百分点；公司剔除股份支付影响的归母净利润为
102.20 万元，较 2021 年一季度减少 1,111.04 万元，主要原因系：（1）2022 年一季度，受到疫情持
续反弹、新产品升级幅度小等因素影响，消费电子市场需求整体较为低迷，根据 IDC 的数据统
计，我国智能手机出货量较 2021 年一季度下降 14.1%，全球个人电脑出货量下降 5.1%，从而影
响了对上游电子元器件的需求；（2）公司 MEMS 声学传感器等产品行业竞争加剧，价格竞争较
为激烈，使得毛利率水平有所下降，而新产品尚处于起量期，暂未与声学传感器形成组合竞争
优势，上述因素使得公司 2022 年一季度毛利较 2021 年同期减少 944.68 万元；（3）公司持续加
大研发投入，2022 年一季度剔除股份支付影响的研发费用较 2021 年同期增加 404.70 万元。

2、同行业公司经营与业绩表现以及行业整体趋势
2021 年度与 2022 年一季度， 国内外从事 MEMS 麦克风业务的上市公司主要包括瑞声科

技、 共达电声和楼氏等， 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收入与归母净利润等主要业绩指标的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百万美元

公司名称 财务指标 2022 年
一季度

同比变动 2021 年度 同比变动

瑞声科技
营业收入 489,594.70 14.07% 1,766,696.70 3.07%
归母净利润 20,529.20 -61.42% 131,627.90 -12.64%

共达电声
营业收入 23,533.59 1.63% 93,675.62 -20.62%
归母净利润 1,934.03 -22.22% 6,555.36 42.71%

楼氏
营业收入 201.40 0.20% 868.10 13.58%
净利润 18.10 44.80% 150.40 2,178.79%

敏芯股份
营业收入 7,399.70 -15.82% 35,175.81 6.57%
归母净利润 102.20 -91.58% 4,418.17 -0.12%

注 1：同行业公司数据来源为定期报告；
注 2：敏芯股份归母净利润数据已剔除股份支付影响。
2022 年一季度，瑞声科技 MEMS 业务收入同比下降 16.1%，毛利率由 16.7%下降至 14.1%，

整体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超过 60%；共达电声营业收入与 2021 年同期基本持平，归母净利润同
比下降 22.22%；楼氏营业收入与 2021 年同期基本持平，净利润同比上升，但楼氏除声学业务外
还包括精密设备等其他业务，声学业务收入同比下降 10.67%，息税前利润同比下降 26.97%。

2021 年度，瑞声科技 MEMS 业务收入同比下降 6.4%，毛利率由 17.5%下降至 15.1%，整体
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 12.64%，其中 2021 年第四季度 MEMS 业务收入同比下降 7.1%，毛利率同
比下降 5.2 个百分点；共达电声营业收入较 2020 年度下降 20.62%，归母净利润实现增长；楼氏
营业收入较 2020 年度上升 13.58%，由于 2020 年度净利润基数较低，2021 年度净利润实现大幅
增长。

同行业上市公司除 MEMS 业务外均还从事其他业务， 因此整体经营业绩变动情况与公司
存在一定的差异，公司与瑞声科技 MEMS 业务的收入和利润变动趋势较为可比。

2021 年三季度以来，受到疫情持续反弹、新产品升级幅度小等因素影响，消费电子市场需
求整体较为低迷，根据 IDC 的数据统计，2021 年第三季度至 2022 年第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出
货量同比分别下降 4.7%、3.5%和 14.1%。 国内从事 MEMS 相关业务或下游主要为消费电子领
域的半导体行业上市公司赛微电子、汇顶科技、博通集成、恒玄科技等 2021 年度或 2022 年第一
季度的经营业绩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财务指标 2022 年一季度 同比变动 2021 年度 同比变动

赛微电子
营业收入 17,323.72 -13.12% 92,854.70 21.38%
归母净利润 2,360.52 -30.74% 20,572.75 2.30%

汇顶科技
营业收入 87,421.71 -38.39% 571,287.18 -14.57%
归母净利润 -5,051.19 -132.26% 85,992.16 -48.17%

博通集成
营业收入 22,088.21 -6.56% 109,499.27 35.40%
归母净利润 354.31 -65.06% 5,846.36 75.98%

恒玄科技
营业收入 28,719.87 -1.18% 176,533.82 66.36%
归母净利润 2,249.93 -71.78% 40,771,65 105.51%

数据来源：上市公司定期报告。
综上所述，公司经营业绩的变动符合行业整体趋势。
（二）结合具体产品的市场需求、竞争格局、客户拓展等因素，分析是否存在业绩继续下滑

的风险。 如是，请充分提示风险并说明公司将采取何种措施提升盈利能力
报告期内，由于消费类电子行业整体增速放缓叠加芯片缺货的影响，导致部分消费类终端

品牌出货量减少，进而影响上游元器件供应厂商的出货。 此外，受益于公司在 MEMS 全生产环
节多年的技术研发与全产业链国产化多年的探索，包括帮助中芯国际、华润上华和华天科技等
国内半导体制造厂商导入专业的 MEMS 晶圆制造与封装测试工艺，使得国内 MEMS 晶圆制造
与封装生产体系逐渐成熟完善，从而为国内 MEMS 芯片设计企业奠定了良好的产业基础，进而
降低了 MEMS 行业的进入门槛，使得公司主力产品 MEMS 声学传感器在下游市场需求增长乏
力的背景下行业竞争加剧，特别是价格竞争较为激烈，使得公司遇到产业链传导以及行业竞争
加剧的双重阻力，公司的销售收入的增速开始放缓。 在 2022 年一季度，随着消费类电子行业整
体增速放缓，市场需求疲软并叠加了新冠疫情的影响，公司的销售收入出现了下降的情况。

此外，由于公司产能扩张、客户突破、新产品研发处于投入阶段，相关投入效益尚未在当期
体现以及公司因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产生了较大的股份支付费用等因素叠加影响， 导致净利润
出现了下降的情况。

鉴于此，公司高度重视并积极应对，一方面，适时调整优化自身产品结构，加快新产品的研
发及市场推广力度，不断丰富公司的产品线，虽然从短期来看，目前公司新产品尚处于起量期，
暂未和主力产品声学传感器形成组合竞争优势，对公司营业收入的增长贡献有限，但是公司整
体的产品结构逐渐趋于优化，公司的 MEMS 声学传感器的销售比重呈下降趋势，MEMS 压力传
感器和 MEMS 惯性传感器的销售规模和销售比重呈上升趋势，2021 年， 公司 MEMS 压力传感
器产品毛利率为 44.47%，保持着较好的盈利能力，MEMS 惯性传感器产品毛利率为 29.10%，较
2020 年大幅上升。上述产品收入的大幅上升为公司增加了更多的收入和利润增长点。从长远来
看，公司在应对行业整体需求风险以及季节性波动风险的能力在不断加强。

一方面，公司坚定不移的落实“大客户战略”，为此公司高度重视，积极动用各方资源配合
大客户的需求，无论是从产业硬件设施的配套，比如公司建立自己的封测厂，还是从研发资源
的配套， 比如公司研发人员的大规模扩充以及研发投入的大幅增加以及市场推广团队的构建
等等，都在为落实“大客户战略”服务，目前也已经取得比较积极的进展，因此，从长远来看，突
破品牌客户有助于实现公司未来收入快速稳定增长的可靠保证， 同时使公司应对行业竞争风
险的能力得到加强。

一方面，公司致力于通过全产业链资源的整合，提高自身行业竞争的壁垒；横向来看，公司
通过寻求行业内优质的并购标的来丰富公司的产品线，拓宽公司的业务渠道；纵向来看，公司
通过自建封装测试厂以及与园区国资合作投资产业基金并设立中试线的方式， 实现整个
MEMS 上下游产业链体系的构建，进一步夯实了公司全国产化供应链体系的地位，因此，从长
远来看，有助于公司更好的应对行业竞争的风险。

另一方面，公司也在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推进新产品的开发，努力寻求新的收入增长
点，公司的电子烟、骨传导、压感、高度计传感器等新产品均取得了比较不错的进展，虽然从目
前来看，新产品尚未起量，但是将会对未来公司收入和利润的增长做出积极贡献。

综上所述，虽然短期内，公司出现了销售收入增速放缓，净利润下滑的不利局面，但是公司
的持续经营能力并没有受到实质性影响。

对于业绩下滑的风险，公司已在 2021 年年度报告的“风险因素”中的“业绩大幅下滑或亏损
的风险”部分进行了披露：

由于消费类电子行业整体增速放缓叠加芯片缺货的影响， 导致部分消费类终端品牌出货
量减少，进而影响上游元器件供应厂商的出货，并且公司主力产品 MEMS 声学传感器的行业整
体产能充足，行业竞争加剧，特别是价格竞争较为激烈，使得公司遇到产业链传导以及行业竞
争加剧的双重阻力。 同时，受制于公司新产品尚处于起量期，暂未和主力产品声学传感器形成
组合竞争优势，因此，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速放缓。

此外，由于公司产能扩张、客户突破、新产品研发处于投入阶段，相关投入效益尚未在当期
体现以及公司因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产生了较大的股份支付费用等因素叠加影响， 导致本报告
期内净利润出现了下降的情况。

若以上不利因素不能较快扭转，且公司新产品不能较快形成规模收入，公司业绩存在继续
下滑的风险。

（三）会计师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实施了以下核查程序：
(1)� 复核和重新计算剔除股份支付费用影响之后的 2022 年一季度及同期、2021 年度及同

期的各项财务业绩情况；
(2)� 分析 2022 年一季度及同期、2021 年度及同期各项财务数据的变动原因， 同时向财务

部、管理层询问公司业绩变动的具体原因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3)� 查阅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定期报告等公开信息，核查其经营业绩变动情况，并与公司

进行对比，核实公司经营业绩变动是否与行业整体趋势存在重大差异；
(4)� 查阅了手机、个人电脑等下游消费电子领域的行业研究报告及数据统计；
(5)� 结合公司销售清单统计和分析具体产品的市场需求、竞争格局、客户拓展等情况，同时

结合行业上下游调研报告以及访谈公司经营层，了解公司未来业绩的预期变化情况。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 剔除股份支付影响，2021 年业绩相比 2020 年度不存在重大变化，利润水平下降主要系

研发投入增加所致，2022 年一季度由于消费类电子行业整体增速放缓， 市场需求增量减少，且
公司新产品尚处于起量期， 暂未和主力产品声学传感器形成组合竞争优势以及持续的研发投
入等因素影响，公司业绩相比 2021 年一季度有所下滑；

(2)� 公司经营及业绩表现与同行业公司及行业整体趋势不存在较大差异；
(3)� 公司已在 2021 年年度报告中对业绩下滑的风险进行了提示， 若消费电子行业增速放

缓、芯片缺货、行业竞争加剧等不利因素不能较快逆转，且新产品不能较快形成规模收入，公司
业绩存在继续下滑的风险。

（四）持续督导机构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持续督导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 复核和重新计算剔除股份支付费用影响之后的 2022 年一季度及同期、2021 年度及同

期的各项财务业绩情况；
（2） 分析 2022 年一季度及同期、2021 年度及同期各项财务数据的变动原因， 同时向财务

部、管理层询问公司业绩变动的具体原因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3）查阅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定期报告等公开信息，核查其经营业绩变动情况，并与公司

进行对比，核实公司经营业绩变动是否与行业整体趋势存在重大差异；
（4）查阅了手机、个人电脑等下游消费电子领域的行业研究报告及数据统计；
（5）结合公司销售清单统计和分析具体产品的市场需求、竞争格局、客户拓展等情况，同时

结合行业上下游调研报告以及访谈公司经营层，了解公司未来业绩的预期变化情况。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
（1）剔除股份支付影响，2021 年业绩相比 2020 年度不存在重大变化，利润水平下降主要系

研发投入增加所致，2022 年一季度由于消费类电子行业整体增速放缓， 市场需求增量减少，且
公司新产品尚处于起量期， 暂未和主力产品声学传感器形成组合竞争优势以及持续的研发投
入等因素影响，公司业绩相比 2021 年一季度有所下滑；

（2）公司经营及业绩表现与同行业公司及行业整体趋势不存在较大差异；
（3） 公司已在 2021 年年度报告中对业绩下滑的风险进行了提示， 若消费电子行业增速放

缓、芯片缺货、行业竞争加剧等不利因素不能较快逆转，且新产品不能较快形成规模收入，公司
业绩存在继续下滑的风险。

问题 3� 关于客户
年报显示，上市以来公司坚持“大客户”战略，报告期内公司的大客户开拓进展顺利，而前

五大客户销售占比却呈下降趋势。请公司：（1）补充披露前五大客户名称、类型、销售内容、销售
金额、信用政策、截至期末应收款项以及目前回款情况；如为经销客户，列示主要终端客户名称
及销售内容、销售金额；（2）结合客户集中度变化、终端客户销售情况，说明“大客户开拓进展顺
利”的判断依据；（3）补充披露公司在电子烟气体流量、压感、骨传导、高度计传感器等新产品及
汽车、工控等新应用领域的具体客户拓展情况。

回复：
（一）补充披露前五大客户名称、类型、销售内容、销售金额、信用政策、截至期末应收款项

以及目前回款情况；如为经销客户，列示主要终端客户名称及销售内容、销售金额
1、前五大客户名称、类型、销售内容、销售金额、信用政策、截至期末应收款项以及目前回

款情况
单位：万元

前 5 大 销
售客户

销售类
型

信用政策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期末应收账款
余额

截至 2022 年 5 月
10 日回款情况

经销客户 a 经销 款到发货

MEMS 声学传感器 3,643.09

- -
MEMS 压力传感器 20.88
MEMS 惯性传感器 9.82
小计 3,673.79

经销客户 b 经销 款到发货

MEMS 声学传感器 3,094.86

- -
MEMS 压力传感器 203.15
MEMS 惯性传感器 39.05
小计 3,337.05

经销客户 c 经销 款到发货

MEMS 声学传感器 3,245.27
- -MEMS 压力传感器 8.32

小计 3,253.60

直销客户 d 直销 月结 60 天
MEMS 声学传感器 2,508.62

430.98 已全部回款
小计 2,508.62

经销客户 e 经销 超过 15 万元部分款
到发货

MEMS 压力传感器 1,664.40
14.78 已全部回款MEMS 声学传感器 12.05

小计 1,676.44
合计 14,449.50 445.76

前五大客户中 4 名为经销商，销售产品主要为 MEMS 声学传感器，信用政策基本为款到发
货，期末基本无应收账款余额；直销客户销售产品为 MEMS 声学传感器，信用政策为月结 60
天，期末应收账款余额截至 2022 年 5 月 10 日已全部收到。

2、前五大客户中经销客户所涉及主要终端客户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经销客户 主要终端客户 销售产品 销售金额 占比

经销客户 a

终端客户 A MEMS 声学传感器 1,455.91 39.63%

终端客户 B MEMS 声学传感器 729.14 19.85%

终端客户 C MEMS 声学传感器 459.14 12.50%

终端客户 D MEMS 声学传感器 366.26 9.97%

终端客户 E MEMS 声学传感器 244.98 6.67%

小 计 3,255.44 88.61%

经销客户 b

终端客户 F MEMS 声学传感器 516.28 15.47%

终端客户 G MEMS 声学传感器 504.71 15.12%

终端客户 H MEMS 声学传感器 463.78 13.90%

终端客户 I MEMS 声学传感器 405.48 12.15%

终端客户 J MEMS 压力传感器 194.72 5.83%

小 计 2,084.96 62.48%

经销客户 c

终端客户 K MEMS 声学传感器 1,482.88 45.58%

终端客户 L MEMS 声学传感器 285.82 8.78%

终端客户 M MEMS 声学传感器 266.68 8.20%

终端客户 N MEMS 声学传感器 190.99 5.87%

终端客户 O MEMS 声学传感器 171.08 5.26%

小 计 2,397.45 73.69%

经销客户 e

终端客户 P MEMS 压力传感器 705.41 42.08%

终端客户 Q MEMS 压力传感器 172.05 10.26%

终端客户 R MEMS 压力传感器 149.86 8.94%

终端客户 S MEMS 压力传感器 129.84 7.75%

终端客户 T MEMS 压力传感器 83.03 4.95%

小 计 1,240.20 73.98%

前五大客户中经销客户所涉及主要终端客户包括传音、 小米等消费电子制造厂商以及乐
心医疗等医疗健康设备厂商。

（二）结合客户集中度变化、终端客户销售情况，说明“大客户开拓进展顺利”的判断依据
公司采用直销和经销两种销售模式，2019 年经销模式的收入占比为 85.12%，2020 年和

2021 年，公司在现有的以经销为主的销售模式下，逐渐提高直销客户的销售规模，在经销模式
销售规模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公司直销客户的销售占比呈现上升趋势。

销售模式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经销模式 26,561.24 75.70 25,024.81 75.92 24,175.27 85.12
直销模式 8,527.55 24.30 7,938.68 24.08 4,227.51 14.88
合计 35,088.79 100.00 32,963.49 100.00 28,402.78 100.00

2021 年，公司前五大客户集中度有所下降，主要原因系公司产品结构与应用领域受下游市
场和客户需求影响有所调整和变化，MEMS 压力传感器与惯性传感器收入快速增长，声学传感
器中快速增长的可穿戴设备市场客户较为分散，使得公司主要客户集中度有所下降。

近年来，公司持续推进“大客户”战略，即重点突破手机等主流消费电子行业排名前列的知
名客户，进入其准入供应商名单并不断开拓其项目资源，提升在高端客户的出货规模和市场份
额。品牌客户的产品设计和生产主要分为“ODM”和“自研”两种模式，ODM 模式中品牌客户会
将一部分产品委托给外部的 ODM 厂商进行设计、生产，在确定价格后，由 ODM 厂商自行进行
设计和组装生产，其中，产品零部件供应商由品牌客户和 ODM 厂商共同决定。 公司目前主要
也是通过 ODM 模式获取品牌客户的市场份额， 通过公司多年的市场布局以及长久以来与
ODM 厂商建立的良好合作关系， 公司目前已在 ODM 头部厂商中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 2021
年度，公司 ODM 端的客户开拓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已经有一家国内顶尖的 ODM 厂商进入
公司的前五大客户行列，公司也是通过该 ODM 厂商向国内外品牌客户进行出货，对比上市之
前实现了积极的突破。

除此之外，品牌客户也会将高端的自研项目直接由自己进行生产，这也是公司“大客户”战
略的重点突破方向，公司也在力争通过与品牌客户在 ODM 端建立的良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
推进与品牌客户的直接合作，进入其供应链体系。

鉴于品牌客户的验证导入过程需要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 业内通常的做法是先由外围
IOT 产品开始进行合作，随后通过 ODM 端产品进行出货，在积累了一定的出货量并有了可靠

的质量数据之后，再向品牌客户进行小批量出货导入，最终进入其直供体系形成批量出货。
截至目前，公司大客户的拓展情况具体如下：

公司名称 目前进展

品牌客户 U 2021 年已经用于其 IOT 产品 ；在某些特定产品上 ，结合客户的需求 ，共同深度开发 ，目前处于
产品验证过程中 。

品牌客户 V 2021 年成为其认证的 IOT 产品硅麦供应商 ， 手机端通过 ODM 端已批量出货超过千万只 ，公
司正在努力导入高端手机自研项目资源池过程中。

品牌客户 W 2022 年将会在三个耳机项目中占有大份额 ，手机 ODM 出货超过百万只，自研项目资源池考察
中 。

品牌客户 X 2021 年报告期内已取得 AVL （准入供应商名单） 认证， 结合 ODM 端出货超过百万只 。 预计
2022 年内向品牌客户开始小批量直供出货。

综上所述，结合公司与品牌客户通过 ODM 端直接进行项目合作以及直接与品牌客户进行
合作的情况来看，公司的大客户开拓进展符合公司的预期。

（三）补充披露公司在电子烟气体流量、压感、骨传导、高度计传感器等新产品及汽车、工控
等新应用领域的具体客户拓展情况
产品名称 拓展客户 拓展情况

电子烟 品牌客户 Y 小批量试产出货

压感 目前已有压感 MEMS 产品将重点放在电动牙
刷等小众市场应用推广

客户样品验证阶段

骨传导 品牌客户 Z 预期今年 6 月开始批量出货

高度计传感器 品牌客户 Z 还在推广过程中

汽车 目前公司拓展的主要客户为汽车整车厂商的一
级供应商

目前处于送样和测试阶段

工控 目前公司拓展的主要客户为工控领域厂商的一
级供应商

目前处于送样和测试阶段

（四）会计师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实施了以下核查程序：
（1）访谈公司销售负责人与财务负责人，了解公司主要销售模式及主要客户的信用政策等

基本情况，了解公司“大客户”战略的具体拓展情况、新客户与新领域的具体客户拓展情况；
（2）获取并查阅公司 2021 年销售明细表，统计主要产品、主要客户、终端客户、不同销售渠

道的销售收入情况；
（3）获取并查阅公司 2021 年及期后应收账款、预收款项往来账、明细账及银行流水，统计

并核实主要客户期末应收账款情况、期末回款情况。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 2021 年，公司前五大客户类型主要为经销商，销售产品主要为 MEMS 声学传感器，经

销商信用政策基本为款到发货，直销客户信用政策为月结 60 天。 前五大客户 2021 年度销售金
额总计 14,449.50 万元，截至 2022 年 5 月 10 日，前五大客户期末应收账款已全部回款；

（2）近年来，公司持续推进“大客户”战略，结合公司与品牌客户通过 ODM 端直接进行项
目合作以及直接与品牌客户进行合作的情况来看，公司的大客户开拓进展符合公司的预期；

（3）公司目前在电子烟气体流量、压感、骨传导、高度计传感器等新产品及汽车、工控等新
应用领域进行了客户开拓并取得一定进展。

（五）持续督导机构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持续督导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访谈公司销售负责人与财务负责人，了解公司主要销售模式及主要客户的信用政策等

基本情况，了解公司“大客户”战略的具体拓展情况、新客户与新领域的具体客户拓展情况；
（2）获取并查阅公司 2021 年销售明细表，统计主要产品、主要客户、终端客户、不同销售渠

道的销售收入情况；
（3）获取并查阅公司 2021 年及期后应收账款、预收款项往来账、明细账及银行流水，统计

并核实主要客户期末应收账款情况、期末回款情况。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
（1）2021 年， 公司前五大客户类型主要为经销商， 销售产品主要为 MEMS 声学传感器，经

销商信用政策基本为款到发货，直销客户信用政策为月结 60 天。 前五大客户 2021 年度销售金
额总计 14,449.50 万元，截至 2022 年 5 月 10 日，前五大客户期末应收账款已全部回款；

（2）近年来，公司持续推进“大客户”战略，结合公司与品牌客户通过 ODM 端直接进行项
目合作以及直接与品牌客户进行合作的情况来看，公司的大客户开拓进展符合公司的预期；

（3）公司目前在电子烟气体流量、压感、骨传导、高度计传感器等新产品及汽车、工控等新
应用领域进行了客户开拓并取得一定进展。

问题 4� 关于子公司业务
年报显示，2021 年度，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德斯倍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斯倍）收入

8,437.60 万元，同比增长 76.49%。 德斯倍产能提升，封装测试加工环节自制比例大幅增加，导致
直接人工、制造费用增加，委外加工费持续减少。 德斯倍为公司首发募投项目中“MEMS 麦克风
生产基地新建项目”的实施主体。 请公司：（1）补充披露德斯倍目前的产能、产量、产能利用率，
是否还对外提供服务；（2）结合德斯倍成本、费用及与委外加工价格对比、2021 年度公司封测环
节自制比例，说明自制封测对公司成本的影响情况；（3）说明“MEMS 麦克风生产基地新建项
目”的后续投入安排，建设目标及预计达产时间。

回复：
（一）补充披露德斯倍目前的产能、产量、产能利用率，是否还对外提供服务
2021 年度，由于项目产能还在逐渐爬坡过程中，且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产能尚未完全释放。

德斯倍全年封装产能从年初的 3 千万颗 / 月逐渐提升至年底的 4 千万颗 / 月， 实现封装产量
3.16 亿颗，产能利用率约为 80%，全年测试产能达到 7.2 亿颗，实现测试产量 5.59 亿颗，产能利
用率接近 80%。

2021 年度，除为母公司提供服务外，德斯倍对外提供加工服务实现收入 126.78 万元。
（二）结合德斯倍成本、费用及与委外加工价格对比、2021 年度公司封测环节自制比例，说

明自制封测对公司成本的影响情况
1、德斯倍成本、费用及与委外加工价格对比
由于公司向封装厂采购的委外加工服务价格中包含封装厂商在提供服务成本上加成的毛

利额，公司封装环节的自制单位成本低于委外加工服务价格，但价格差异率与国内从事 MEMS
业务的封装厂商华天科技、红光股份 2021 年综合毛利率 24.61%和 22.42%较为接近，因此委外
加工剔除毛利额后的单位成本与公司自制的单位成本基本可比。

近年来公司自主测试能力不断提升，2019 年自主成品测试比例接近 80%，2020 年和 2021 年
自主测试比例已接近 100%，委外测试的类型与数量均较少，与自主测试成本不具有可比性。

2、公司封测环节自制比例
2021 年度，德斯倍封装环节自制占比 61.28%，公司测试环节自制占比接近 100%。
3、自制封测对公司成本的影响情况
公司对 2021 年度在德斯倍封装的产品自制成本与对应产品按照委外加工价格测算的成本

进行了比较，若公司将自制封装环节全部委外加工，则会增加 973.16 万元的成本。
公司对 2021 年度在德斯倍封装的产品自制成本及相关费用， 与对应产品按照委外加工价

格测算的成本进行了比较，若企业将封装环节全部委托加工，则会减少 853.98 万元的成本及相
关费用。 但鉴于目前德斯倍产能未完全利用，若产量扩大会降低相应的单位自制成本，以及出
于产品质量和切入大客户订单的需求， 公司采取自主封装测试能够加强自主生产品质管控能
力和产品交付能力，满足下游品牌客户的需求。

公司测试环节基本为自主完成，委外测试的类型与数量均较少，与自主测试成本不具有可
比性，对公司成本的影响也较小。

（三）说明“MEMS 麦克风生产基地新建项目”的后续投入安排，建设目标及预计达产时间
“MEMS� 麦克风生产基地新建项目” 承诺投资总额 40,026.09 万元， 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德

斯倍在租赁场地上和公司在自有土地上联合实施，项目计划建设期为 3 年，截至 2021 年末，已
完成累计投入 22,349.32 万元，累计投入进度 55.84%，主要实施主体为德斯倍在租赁场地上进
行，未来本募投项目的主要投入计划为公司自建生产车间和德斯倍租赁场地同时展开，公司自
建生产车间新增的产能将更好的服务于公司的品牌客户， 预计 2022 年底完成生产车间的装修
以及设备的安装调试，2023 年一季度投入生产，2024 年实现产能完全达产。

（四）会计师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实施了以下核查程序：
（1）访谈公司与德斯倍封测产线负责人，了解其产能、产量及对外提供服务情况，了解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投入进度、建设目标、后续投入安排及预计达产时间；
（2）抽查主要委外加工商的加工合同或协议，查阅了自主封测与委外封测的数量与成本统

计；
（3）查阅了封装行业上市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德斯倍产能利用率受到疫情等因素影响尚未完全释放，除为母公司提供服务外，还对

外提供了加工服务；
（2）公司委外封装的单位成本与公司自主封装的单位成本基本可比，考虑管理费用、研发

费用等费用后自主封装成本较高，但目前德斯倍产能未完全利用，且自主封装有利于提高自主
生产管控能力；

（3）公司测试环节基本为自主完成，委外测试的类型与数量均较少，与自主测试成本不具
有可比性，对公司成本的影响也较小；

（4）MEMS 麦克风生产基地新建项目还在持续建设过程中，具有清晰的后续投入计划。
（五）持续督导机构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持续督导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访谈公司与德斯倍封测产线负责人，了解其产能、产量及对外提供服务情况，了解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投入进度、建设目标、后续投入安排及预计达产时间；
（2）抽查主要委外加工商的加工合同或协议，查阅了自主封测与委外封测的数量与成本统

计；
（3）查阅了封装行业上市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
（1）德斯倍产能利用率受到疫情等因素影响尚未完全释放，除为母公司提供服务外，还对

外提供了加工服务；
（2）公司委外封装的单位成本与公司自主封装的单位成本基本可比，考虑管理费用、研发

费用等费用后自主封装成本较高，但目前德斯倍产能未完全利用，且自主封装有利于提高自主
生产管控能力；

（3）公司测试环节基本为自主完成，委外测试的类型与数量均较少，与自主测试成本不具
有可比性，对公司成本的影响也较小;

（4）MEMS 麦克风生产基地新建项目还在持续建设过程中，具有清晰的后续投入计划。
问题 5� 关于存货
年报显示，2021 年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为 17,023.86 万元，同比增长 43.81%，超过营业收入

及成本增幅。 公司近三年存货周转率为 2.76、2.23、1.59，逐年下降。 2021 年末存货跌价准备金
额为 311.89 万元，较上年末下降 13.9%。 请公司：（1）结合产品生产周期、在手订单、库存商品期
后结转或销售情况，说明存货大幅增加、周转率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2）分产品说明存货的库
龄结构，并结合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存货减值测试的方法，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
分。

回复：
（一）结合产品生产周期、在手订单、库存商品期后结转或销售情况，说明存货大幅增加、周

转率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1、公司依据生产和销售模式制定了存货的基本备货周期
公司原材料主要为晶圆和封装材料。 目前， 公司的晶圆采购受晶圆供应商产能安排的影

响，晶圆定制生产周期一般为 90 天左右。 公司根据未来 6 个月销售量的预测和库存情况制定
晶圆采购计划并提前下达采购订单。 公司晶圆和封装材料的基本备货水平约为 1-2 个月。

公司封装测试环节分为自制和委外，生产或委外周期约为 1-2 个月。 公司的在产品大多处
于成品封装和测试阶段， 公司半成品分为晶圆测试后待封装的半成品和封装后待进行成品测
试的半成品。 公司半成品及在产品的基本备货水平约为 2 个月。

公司依据销售订单及销售预测，为保障交货的及时性，产成品基本备货水平约为 2 个月。
除以上基本备货周期外，公司会根据供应链的供需状况及价格波动情况，临时调整采购备

货周期。
2、存货在手订单
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消费类电子产品， 因此采取了库存生产模式并制定了相应的备货标

准。 根据 2021 年 12 月底客户向公司下达的未交货销售订单，并与 2021 年 12 月末公司产成品
账面余额进行比较，订单覆盖率达到 55.09%，订单覆盖率较高，产品销售持续稳定。

3、库存商品期后结转或销售情况说明
报告期期末，公司不同类别产品的期后销售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类别 MEMS 声学传感器 MEMS 压 力 传 感
器 MEMS 惯性传感器 合计

产成品期末余额 6,848.65 575.86 297.61 7,722.11
期后 1-4 月结转的营业成本 3,965.20 338.82 292.71 4,596.72
产成品期后 1-4 月销售结转率 （%） 57.90 58.84 98.35 59.53

截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公司 MEMS 声学传感器、MEMS 压力传感器、MEMS 惯性传感器期
后销售结转率分别为 57.90%、58.84%、98.35%。 其中声学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期后销售情况结
转率较低主要系：（1）近两年来，受新冠疫情影响，整个半导体行业普遍存在晶圆供应较为紧张
的情况。 公司为应对芯片缺货风险、保障供应链稳定，增加了晶圆采购并陆续投入生产，以保障
产品的持续稳定供货，并在下游市场复苏时及时满足客户需求，使得期末产成品余额较高；（2）
消费类电子行业整体增速放缓，期后销售增长低于预期。

4、存货大幅增加、周转率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年度存货周转率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12-31/
2021 年度

2020-12-31/
2020 年度

2019-12-31/
2019 年度 2021-2020 变动率 2020-2019 变动率

存货账面价值 17,023.86 11,837.39 7,260.33 43.81% 63.04%
营业成本 22,873.78 21,295.06 17,434.48 7.41% 22.14%
存货周转率 1.59 2.23 2.76 -28.92% -19.17%

注:存货周转率 = 营业成本 /（期初存货账面价值 + 期末存货账面价值）*2
公司期末存货余额增加较多、存货周转率有所下降，主要系受两方面影响：（1）晶圆市场出

现供不应求情况，供应商产能紧张，晶圆备货周期延长。 特别是受近两年疫情影响，存在供应链
缺货风险，因此公司调整了备货周期，增加了晶圆采购，且增加的晶圆采购量已陆续投入生产，
使得半成品、库存商品存货增加；（2）由于消费类电子行业整体增速放缓叠加芯片缺货的影响，
导致部分消费类终端品牌出货量减少，在产业链传导以及行业竞争加剧的双重影响下，实际销
售增速低于预期，使得期末存货余额增加。

（二）分产品说明存货的库龄结构，并结合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存货减值测试的方法，
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1、存货库龄分布
2021 年期末公司存货库龄分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库龄 原材料 在产品 半成品 库存商品 委托加工物资 合计 占比

1 年以内 1,439.88 2,525.45 4,626.69 7,286.82 634.07 16,512.91 95.25%
1-2 年 156.37 - 144.61 375.95 - 676.93 3.90%
2 年以上 75.68 - 10.88 59.35 - 145.91 0.84%
合计 1,671.93 2,525.45 4,782.18 7,722.11 634.07 17,335.75 100.00%

报告期期末， 公司库龄在一至两年的存货占比为 3.90%， 库龄在两年以上的存货占比为
0.84%。 公司库龄为一年以上的存货主要系原材料、半成品和库存商品。

2021 年期末公司产成品库龄分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库龄 MEMS 声 学 传 感
器

MEMS 压 力 传 感
器

MEMS 惯 性 传 感
器

合计 占比

1 年以内 6,437.83 551.40 297.60 7,286.82 94.36%
1-2 年 351.60 24.34 0.01 375.95 4.87%
2 年以上 59.22 0.13 - 59.35 0.77%
合计 6,848.65 575.86 297.61 7,722.11 100.00%

2021 年期末公司半成品库龄分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库龄 MEMS 声 学 传 感
器

MEMS 压 力 传 感
器

MEMS 惯 性 传 感
器

合计 占比

1 年以内 4,133.35 400.95 92.39 4,626.69 96.75%
1-2 年 47.01 97.60 - 144.61 3.02%
2 年以上 10.88 - - 10.88 0.23%
合计 4,191.24 498.56 92.39 4,782.18 100.00%

2021 年期末公司在产品库龄分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库龄 MEMS 声 学 传 感
器

MEMS 压 力 传 感
器

MEMS 惯 性 传 感
器

合计 占比

1 年以内 2,285.82 176.93 62.69 2,525.45 100.00%
合计 2,285.82 176.93 62.69 2,525.45 100.00%

2021 年期末公司委托加工物资库龄分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库龄 MEMS 声 学 传 感
器

MEMS 压 力 传 感
器

MEMS 惯 性 传 感
器

合计 占比

1 年以内 508.01 84.10 41.97 634.07 100.00%
合计 508.01 84.10 41.97 634.07 100.00%

2、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政策、存货减值测试的具体方法和计算过程
在资产负债表日，公司按存货的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产成品以

预计售价减去预计为实现对外销售需要发生的运输费、 市场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确定其可变
现净值。

通过以上方法计算后，若发现产成品存在跌价，需要进一步判断相应的原材料、半成品及
在产品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若原材料、半成品及在产品为专用的，则考虑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若
原材料和在产品为通用的，综合考虑相应的其他产成品未来销售预测以及可变现净值的方法，
进行存货跌价的测算与计提。 原材料、半成品、在产品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预计市场价格减去
至完工时预计将发生的成本、为实现对外销售需要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此外，仓库定期根据各类存货的储存期限统计临近储存期限的存货，质量部和研发部根据
仓库的统计数据进一步判定该项存货是否存在毁损、或不可使用的情况，并据此确定是将存货
进行报废处理。 若存在此种情况，将存货的可变现净值确定为零。

3、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
公司 2021 年度存货跌价准备计提、转回或转销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计提 其他 转回或转销 其他

原材料 107.03 36.24 - 67.59 - 75.68
半成品 49.12 0.00 - 38.24 - 10.88
库存商品 206.11 223.42 - 204.20 - 225.33
合 计 362.26 259.66 - 310.03 - 311.89

2021 年末公司库龄一年以内的存货金额占比为 95.25%，整体存货库龄较短，主营业务毛利
率与上年相比保持稳定，因此存货减值风险相对较低。

报告期内，公司对于临近存储期的存货确认是否进行报废处理，及时处理快到期的库存，
同时根据存货成本和可变现净值孰低的原则对存货进行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和调整。 公司已
对期末存货进行了减值测试并根据相应计提政策充分计提了跌价准备。

（三）会计师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实施了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公司的备货政策、生产周期和销售周期，比较分析期末存货余额构成情况及变动

情况，分析存货水平的合理性；
（2）获取期后销售明细、销售订单明细及各类存货的出库明细，分析各类存货期后销售情

况和结转情况；
（3）了解与存货可变现净值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否得到

执行，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4）了解公司存货减值的测试方法及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检查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依据

和方法是否合理，复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转回或转销的金额是否正确，并与同行业可比公司
进行比较分析；

（5）结合期末存货盘点情况及对存货库龄的分析，对各期末存货进行减值测试。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报告期期末，公司存货余额增加、周转率下降主要系公司备货策略、行业供需格局及下

游市场变化所致，具备合理性；
（2）公司已对期末存货进行了减值测试并根据相应计提政策充分计提了跌价准备。
（四）持续督导机构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持续督导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公司的备货政策、生产周期和销售周期，比较分析期末存货余额构成情况及变动

情况，分析存货水平的合理性；
（2）获取期后销售明细、销售订单明细及各类存货的出库明细，分析各类存货期后销售情

况和结转情况；
（3）了解与存货可变现净值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否得到

执行，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4）了解公司存货减值的测试方法及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检查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依据

和方法是否合理，复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转回或转销的金额是否正确，并与同行业可比公司
进行比较分析；

（5）结合期末存货盘点情况及对存货库龄的分析，对各期末存货进行减值测试。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
（1）报告期期末，公司存货余额增加、周转率下降主要系公司备货策略、行业供需格局及下

游市场变化所致，具备合理性；
（2）公司已对期末存货进行了减值测试并根据相应计提政策充分计提了跌价准备。
问题 6� 关于预付款项
年报显示，2021 年末公司预付款项为 1,310.75 万元，同比增加 134.73%。请公司：（1）补充披

露前五名预付款项的预付对象名称、预付金额、交易背景，并说明前五名预付对象与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2）结合采购内容、行业供
需格局、采购模式，说明预付款项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一）补充披露前五名预付款项的预付对象名称、预付金额、交易背景，并说明前五名预付

对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前五名预付款项的预付对象名称、预付金额、交易背景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供应商名称 预付金额 交易背景

1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芯国际 ”） 524.51 晶圆采购预付款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天津）有限公司 80.82 晶圆采购预付款

2 无锡华润上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润上华”） 433.75 晶圆采购预付款

3 上海华虹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华虹”） 149.25 晶圆采购预付款

4 北京联东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49.59 预付水电费等

5 浙江新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42 陶瓷电容压力传感器产品开发预
付款

合 计 1,253.34
预付款项主要为预付货款、水电费和产品开发费用，预付供应商款项均具有合理的商业理

由。
前五名预付对象股权结构如下：

供应商名称 注册资本 股权结构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其他利益安排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 （上海 ）有
限公司 244,000 万美元 中芯集电投资 （上海 ）有限公司（100%） 否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 （天津 ）有
限公司 129,000 万美元 中芯集电投资 （上海 ）有限公司（100%） 否

无锡华润上华科技有限公司 66,801.147 万美元 华润微电子控股有限公司 （100%） 否

上海华虹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
司

782,857.7759 万 元
人民币

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100%） 否

北京联东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公司 3,000 万元人民币

北 京 联 东 金 桥 置 业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96% ）、 北 京 光 联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4%）

否

浙江新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 万元人民币 李敏 （35%）、 胡 延超 （30% ）、 苗 伟峰
（20%）、徐斌（15%）

否

前五名预付对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
安排。

（二）结合采购内容、行业供需格局、采购模式，说明预付款项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预付款项前五名主要系晶圆材料供应商。 公司主要采用“以销定产、以产定购”的采购模

式，在签署框架协议的前提下通过订单采购。
前五名预付款项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供应商名称 期末
预付金额

期初
预付金额

变动额 变动率

1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524.51 392.33 132.18 33.69%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天津）有限公司 80.82 14.16 66.65 470.60%

2 无锡华润上华科技有限公司 433.75 78.71 355.05 451.11%
3 上海华虹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 149.25 - 149.25 -

4 北京联东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
司 49.59 19.50 30.09 154.30%

5 浙江新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5.42 - 15.42 -
预付款项增长主要由以下原因所致：
1、晶圆采购规模增加导致预付款增加
2021 年度华润上华 8 寸晶圆开发完成后性价比较高，出于性能和可靠性等因素考虑，公司

将部分晶圆采购量转移至华润上华。 叠加生产规模扩大等因素， 中芯国际和华润上华 2021 年
度的晶圆采购规模分别增长 28.11%和 69.00%。

中芯国际预付款项增长幅度和采购规模变动幅度基本一致。华润上华预付款项增加 355.05
万元，除根据采购规模增加导致的预付额度增加外，华润上华 2021 年底提货速度放缓，应付账
款小于 2020 年底应付账款，对抵应付账款后的预付款项余额较上期末增长较多。

2、小批量产品产能爬坡，预付材料采购款以保持供应链排产稳定
上海华虹为晶圆供应商，主要应用于公司新产品生产。 2021 年末市场需求增加，新产品产

量处于爬坡阶段，为获取上海华虹产能以应对 2022 年度的市场需求，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预付
了 2022 年货款 135.63 万元，使得上海华虹期末预付款项余额金额较大。

3、原材料采购速度减慢，预付款项消耗减少
2021 年以来，由于消费类电子行业整体增速放缓叠加芯片缺货的影响，导致部分消费类终

端品牌出货量减少，在产业链传导以及行业竞争加剧的双重影响下，公司第四季度减少产品备
货，原材料采购速度减慢，故期末应付账款余额减少。 期末预付款项余额为对抵相应应付账款
后的余额，因此较上期末增长较多。

综上所述，公司 2021 年度预付款项增加，与公司的业务发展和行业供需格局变动一致，具
有合理性。

（三）会计师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实施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并查阅公司预付款项明细表，核查了预付款项的具体对象和具体内容；
（2）获取并查阅预付款项前五名对象的采购合同、发票等凭证，了解预付款项的性质；
（3） 了解公司对预付款项前五名对象的付款政策， 分析公司预付款项增长的原因及合理

性，并向公司管理层了解行业供需格局及其对预付款项的影响；
（4）对主要预付款项对象实施函证程序，并对未回函部分实施替代程序；
（5）通过网络公开信息查询预付款项前五名对象的基本情况、股权结构等信息；
（6）核查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对外投资及任职情况；
（7）核查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出具的关于与公司预付前五名供应商

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的承诺函。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公司预付款项前五名对象预付金额均具有合理的交易背景，预付款项前五名对象与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2）公司 2021 年度预付款项增加，与公司的业务发展和行业供需格局变动一致，具有合理

性。
（四）持续督导机构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持续督导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并查阅公司预付款项明细表，核查了预付款项的具体对象和具体内容；
（2）获取并查阅预付款项前五名对象的采购合同、发票等凭证，了解预付款项的性质；
（3） 了解公司对预付款项前五名对象的付款政策， 分析公司预付款项增长的原因及合理

性，并向公司管理层了解行业供需格局及其对预付款项的影响；
（4）对主要预付款项对象实施函证程序，并对未回函部分实施替代程序；
（5）通过网络公开信息查询预付款项前五名对象的基本情况、股权结构等信息；
（6）核查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对外投资及任职情况；
（7）核查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出具的关于与公司预付前五名供应商

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的承诺函。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
（1）公司预付款项前五名对象预付金额均具有合理的交易背景，预付款项前五名对象与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2）公司 2021年度预付款项增加，与公司的业务发展和行业供需格局变动一致，具有合理性。
问题 7� 关于股份支付
年报显示， 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授予限制性股票。 2020 年、2021 年销售费用中股份支付费

用分别为 0 元、124.39 万元；管理费用中股份支付费用分别为 301.76 万元、2,327.31 万元；研发
费用中股份支付费用分别为 0 元、1,031.27 万元。 请公司：（1）结合授予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以
及可行权权益工具的数量等，补充说明股份支付相关费用的计算过程；（2）补充说明 2020 年销
售费用、研发费用中股份支付费用为 0 元的原因及合理性，2021 年是否存在人员部门调整或费
用归集方法调整的情形。

回复：
（一）结合授予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以及可行权权益工具的数量等，补充说明股份支付相

关费用的计算过程
1、公司 2020 年和 2021 年股权激励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 2020 年 11 月 20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确定 2020 年 11 月 20 日为首次授予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27
名激励对象授予 462,602 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每股人民币 24.16 元。

2021 年 11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 根据 2020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董事会认为： 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第一个归属期规定的归属条件已经达成， 本次可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229,801 股，符
合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为 26 人。

根据公司 2021 年 11 月 5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
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确定 2021 年 11 月 5 日为预留授予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7 名激励
对象授予 11.50 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每股人民币 23.9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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