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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

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檔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産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中 芯 國 際 集 成 電 路 製 造 有 限 公 司 *  

(於開曼群島注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981) 

 

中芯國際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止三個月未經審核業績公佈  

 

除非以下額外說明，本合併財務資訊係依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且依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表達。 
 

 2021 年第二季的銷售收入為 1,344.1 百萬美元，相較於 2021 年第一季的 1,103.6 百萬美元增加

21.8%，相較於 2020 年第二季的 938.5 百萬美元增加 43.2%。 

 

 2021 年第二季毛利為 405.0 百萬美元，相較於 2021 年第一季的 250.1 百萬美元增加 61.9%，相

較於 2020 年第二季的 248.6 百萬美元增加 62.9%。 

 

 2021 年第二季毛利率為 30.1%，相比 2021 年第一季為 22.7%，2020 年第二季為 26.5%。 

 

 

以下爲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於 2021 年 8 月 5 日就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三個月的未經

審核業績公佈全文。 

 

除非特別指明，所有貨幣以美元列賬。 

 

中國上海 ─ 2021 年 8 月 5 日 ─ 國際主要半導體代工製造商中芯國際集成電路製造有限公司(香港聯交

所股份代號：00981；上交所科創板證券代碼：688981)(「中芯國際」、「本公司」或「我們」)於今日公

佈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三個月的綜合經營業績。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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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三季指引 

 

以下聲明爲前瞻性陳述，此陳述基於目前的期望並涵蓋風險和不確定性。本公司預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下的指引為: 

 

 季度收入環比增加 2%至 4%。 

 毛利率介於 32%至 34%的範圍內。 

 
 

中芯國際首席財務官高永崗博士評論說： 

 

“二季度公司各項財務指標均好於預期。 銷售收入為 13 億 4 千 4 百萬美元, 環比成長 21.8%，同比成

長 43.2%；毛利率為 30.1%，環比成長 7.4 個百分點，同比成長 3.6 個百分點。 

 

三季度銷售收入預期環比成長 2%到 4%，毛利率預期在 32%到 34%之間。基於上半年的業績和下半年

的展望，在外部環境相對穩定的前提下，公司全年銷售收入成長目標和毛利率目標上調到 30%左右。因

折舊攤薄，預計今年先進制程對公司整體毛利率的不利影響將下降到五個百分點左右。 

 

公司依然面臨實體清單帶來的影響，各項指標的預期有一定的不確定性，但公司會積極努力解決問題，

盡全力保障運營連續及業績提升，更好地回報股東。” 

 

中芯國際聯合首席執行官趙海軍博士和梁孟松博士評論說： 

 

“從去年被列入實體清單以來，中芯國際一直是在困境中前行。運營連續性方面，我們積極與供應商配

合，保證對客戶的承諾得以實現，成熟工藝的不確定性風險也進一步降低。產能擴建方面，我們仍按計

劃推進，但准證審批、產業鏈緊缺、疫情引起的物流等不可控因素也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了設備到貨時間。

公司會盡全力優化內部採購流程、加快產能安裝效率，爭取盡可能縮短採購週期，早日達產。 

 

我們很理解大家對中芯國際有很高的期待，但是集成電路製造行業沒有彎道式超車和跳躍式前進。公司

會一步一個腳印，把握自身在細分領域的優勢，提高核心競爭力，提升客戶滿意度。”



- 3 - 

  

 

電話會議／網上業績公佈詳情 

日期：2021 年 8 月 6 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8:30 (中國北京時間) 

網上會議 

會議將在http://www.smics.com/tc/site/company_financialSummary 

或https://edge.media-server.com/mmc/p/s68yswyb做線上直播。 

  

電話會議 

請提前通過http://apac.directeventreg.com/registration/event/3785105 

註冊電話會議。 

 

網上重播 

直播結束約 1 小時後，您可於 12 個月內在以下網頁重複收聽會議。 

http://www.smics.com/tc/site/company_financialSummary 

 

 

關於中芯國際 

中芯國際集成電路製造有限公司（「中芯國際」，香港聯交所股份代號：00981；上交所科創板證券代碼：

688981）及其子公司，是世界領先的集成電路晶圓代工企業之一，也是中國內地技術最先進、配套最完

善、規模最大、跨國經營的集成電路製造企業集團，提供 0.35 微米到 14 納米不同技術節點的晶圓代工

與技術服務。中芯國際總部位於上海，擁有全球化的製造和服務基地。在上海建有一座 200mm 晶圓廠

和一座擁有實際控制權的300mm先進制程晶圓廠；在北京建有一座300mm晶圓廠和一座控股的300mm

晶圓廠；在天津和深圳各建有一座 200mm 晶圓廠。中芯國際還在美國、歐洲、日本和中國台灣設立營

銷辦事處、提供客戶服務，同時在中國香港設立了代表處。 

 

詳細資訊請參考中芯國際網站 www.smics.com。 

 

 

前瞻性陳述 

本公佈可能載有(除歷史資料外)「前瞻性陳述」。該等前瞻性陳述，包括“季度指引”、“資本開支概要”

和包含在聯合首席執行官及首席財務官引言裡的敘述，乃根據中芯國際對未來事件或績效的現行假設、

期望、信念、計劃、目標及預測而作出。中芯國際使用「相信」、「預期」、「打算」、「估計」、「期望」、「預

測」、「目標」、「前進」、「繼續」、「應該」、「或許」、「尋求」、「應該」、「計劃」、「可能」、「願景」、「目標」、

「旨在」、「渴望」、「目的」、「預定」、「展望」和類似的表述，以識別前瞻性陳述，雖然不是所有的前瞻

性陳述包含這些詞。該等前瞻性陳述乃反映中芯國際高級管理層根據最佳判斷作出的估計，存在重大已

知及未知的風險、不確定性以及其它可能導致中芯國際實際業績、財務狀況或經營結果與前瞻性陳述所

載數據有重大差異的因素，包括（但不限於）與半導體行業週期及市場情況有關風險、半導體行業的激

烈競爭、中芯國際對於少數客戶的依賴、中芯國際客戶能否及時接收晶圓產品、能否及時引進新技術、

中芯國際量產新產品的能力、半導體代工服務供求情況、行業產能過剩、設備、零件、原材料及軟件短

缺、製造產能供給、終端市場的金融情況是否穩定、來自未決訴訟的命令或判決、半導體行業常見的知

識產權訴訟、宏觀經濟狀況，及貨幣匯率波動。 

http://www.smics.com/tc/site/company_financialSummary
https://edge.media-server.com/mmc/p/s68yswyb
http://apac.directeventreg.com/registration/event/3785105
http://www.smics.com/tc/site/company_financial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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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公佈所載的資料外，閣下亦應考慮中芯國際不時向香港聯交所及上交所呈報的其他文件。其他未知

或未能預測的因素亦可能會對中芯國際的未來業績、表現或成就造成重大不利影響。鑒於該等風險、不

確定性、假設及因素，本公佈所討論的前瞻性事件可能不會發生。閣下不應過分依賴該等前瞻性陳述，

有關前瞻性陳述僅視為於其中所載日期發表，倘若無注明日期，則視為於本公佈刊發日期發表。除適用

法律可能會有的要求外，中芯國際不承擔任何義務，亦無意圖更新任何前瞻性陳述,以反映該陳述發佈日

期之後的事件或情況，或反映該陳述發佈日期之後可能發生或發生的意外事件，無論是否有新的資訊、

將來的事件或是其它原因。 

 

 

關於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非國際準則」)的財務計量 

為補充闡述中芯國際遵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表達的合併財務結果，中芯國際在此使用了非國際準則的財

務計量表達，包含了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率及非國際準則的營運開支。非國

際準則的財務計量表達，並不意味著可以僅考慮非國際準則的財務計量，或認為其可替代遵照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編製及表達的財務資訊。這些非國際準則的財務計量並非基於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算或表達，

亦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的替換或代替，其應協同參閱本集團遵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財務計

量。本集團的非國際準則財務計量也許和其他公司使用類似名稱的非國際準則財務計量不一致。 

 

中芯國際相信使用這些非國際準則的財務計量，有助於投資者及管理層比較中芯國際過去的業績。本集

團管理層定期使用這些非國際準則財務計量去瞭解、管理和評估本集團的業務以及去制定財務和營運方

面的決策。 

 

對於每項非國際準則的財務計量及直接可比的國際財務報告計量，公司在後附的表格中將進行進一步闡

述和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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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二季經營業績概要 

 

以千美元爲單位(每股盈利和營運數據除外) 

 2021 年 
第二季度 

2021 年 
第一季度 

季度比較 2020 年 
第二季度 

年度比較 

收入 1,344,102  1,103,649  21.8% 938,463  43.2% 

銷售成本 (939,090)  (853,535)  10.0% (689,874)  36.1% 

毛利 405,012  250,114  61.9% 248,589 62.9% 

經營收入(開支) 132,751  (125,473)  不適用 (183,923)  不適用 

經營利潤 537,763  124,641  331.4% 64,666  731.6% 

其他收入，淨額 142,666  16,859  746.2% 76,999  85.3% 

除稅前利潤 680,429  141,500  380.9% 141,665  380.3% 

所得稅利得(費用) 27,673  (25,573)  不適用 (16,029)  不適用 

本期利潤 708,102  115,927  510.8% 125,636  463.6% 

       

其他綜合收益:       

外幣報表折算差異變動 19,624  (4,272)  不適用 (4,941)  不適用 
現金流量套期 (5,216)  8,541  不適用 (14,577)  不適用 
本期綜合收入總額 722,510  120,196  501.1% 106,118  580.9% 

       

本期以下各方應佔利潤(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687,803  158,876  332.9% 137,969  398.5% 

  非控制性權益 20,299  (42,949)  不適用 (12,333)  不適用 

本期利潤 708,102  115,927  510.8% 125,636  463.6% 

       

毛利率 30.1% 22.7%  26.5%   

       

每股普通股股份盈利(1)       

  基本 $0.09 $0.02  $0.03  

  攤薄 $0.09 $0.02  $0.02  

       

付運晶圓(約當 8 吋) 1,745,194  1,558,893  12.0% 1,435,591  21.6% 

産能利用率(2) 100.4% 98.7%   98.6%   

 

附注： 

(1) 基於 2021 年第二季加權平均普通股 7,900 百萬股(基本)及 7,924 百萬股(攤薄)，2021 年第一季 7,884 百萬股(基本)及 7,924

百萬股(攤薄)，2020 年第二季 5,337 百萬股(基本)及 6,006 百萬股(攤薄)。 

(2) 產能利用率按約當產出晶圓總額除以估計季度産能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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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第二季的銷售收入為 1,344.1 百萬美元，相較於 2021 年第一季的 1,103.6 百萬美元增加

21.8%。2021 年第二季銷售收入變動主要由於晶圓付運量增加及平均售價上升所致。 

 

 2021 年第二季的銷售成本由 2021 年第一季的 853.5 百萬美元增加至 939.1 百萬美元。2021 年第

二季的銷售成本增加主要由於晶圓付運量增加所致。 

 

 2021 年第二季毛利為 405.0 百萬美元，較 2021 年第一季的 250.1 萬美元增長 61.9%。第二季毛利

增長主要由於晶圓付運量增加及平均售價上升所致。 

 

 2021 年第二季毛利率為 30.1%，相比 2021 年第一季為 22.7%。 

 

 2021 年第二季的經營收入為 132.8 百萬美元，2021 年第一季的經營開支為 125.5 百萬美元，主要

原因請詳見下文經營(收入)開支。 

 

 2021 年第二季的其他收入，淨額為收益 142.7 百萬美元，相比 2021 年第一季為收益 16.9 百萬美

元，主要原因請詳見下文其他收入(開支)，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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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析 

 

收入分析  
  

以地區分類 

2021 年 

第二季度 

2021 年 

第一季度 

2020 年 

第二季度 

北美洲(1) 23.3% 27.7% 21.6% 

中國內地及中國香港 62.9% 55.6% 66.1% 

歐洲及亞洲(2) 13.8% 16.7% 12.3% 

以服務類型分類 

2021 年 

第二季度 

2021 年 

第一季度 

2020 年 

第二季度 

晶圓 91.7% 91.2% 90.9% 
其它 8.3% 8.8% 9.1% 

晶圓收入分析   
 

以應用分類 

2021 年 

第二季度 

2021 年 

第一季度 

2020 年 

第二季度 

智能手機 31.6% 35.2% 46.7% 
智能家居 12.4% 13.9% 16.4% 
消費電子 25.1% 20.4% 17.2% 
其他 30.9% 30.5% 19.7% 

以技術節點分類 

2021 年 

第二季度 

2021 年 

第一季度 

2020 年 

第二季度 

FinFET/28 納米 14.5% 6.9% 9.1% 
40/45 納米 14.9% 16.3% 15.4% 
55/65 納米 29.9% 32.8% 30.0% 
90 納米 3.2% 4.1% 2.8% 
0.11/0.13 微米 5.9% 6.0% 5.4% 
0.15/0.18 微米 28.4% 30.3% 33.0% 
0.25/0.35 微米 3.2% 3.6% 4.3% 

 

附注： 

(1) 呈列之收入源於總部位於北美洲，但最終出售及付運產品予全球客戶的公司。 

(2) 不包括中國內地及中國香港。 

 



- 8 - 

  

 

産能 
 

 月產能由 2021 年第一季的 540,750 片 8 吋約當晶圓增加至 2021 年第二季的 561,500 片 8 吋約當晶

圓，主要由於本季度 200mm 晶圓廠產能擴充所致。 

 

付運及產能利用率 

 

8 吋約當晶圓  2021 年 

第二季度  

 2021 年 

第一季度  

季度比較 2020 年 

第二季度 

年度比較 

付運晶圓 1,745,194 1,558,893 12.0% 1,435,591 21.6% 

產能利用率(1) 100.4% 98.7%   98.6%   
 

附注：  

(1) 産能使用率按約當產出晶圓總額除以估計季度産能計算。 

 

詳細財務分析 

毛利 

以千美元計  2021 年 

第二季度  

 2021 年 

第一季度  

季度比較 2020 年 

第二季度 

年度比較 

銷售成本 939,090 853,535 10.0% 689,874 36.1% 

  折舊及攤銷 346,050 279,883 23.6% 210,976 64.0% 

  其他製造成本 593,040 573,652 3.4% 478,898 23.8% 

毛利 405,012 250,114 61.9% 248,589 62.9% 

毛利率 30.1% 22.7%   26.5%   
 

 2021 年第二季的銷售成本由 2021 年第一季的 853.5 百萬美元增加至 939.1 百萬美元，2021 年第二

季的銷售成本增加主要由於晶圓付運量增加所致。 
 

折舊及攤銷 

以千美元計  2021 年 
第二季度  

 2021 年 
第一季度  

季度比較 2020 年 
第二季度 

年度比較 

折舊及攤銷 461,617 419,669 10.0% 305,734 51.0% 

 

經營(收入)開支 

以千美元計  2021 年 
第二季度  

 2021 年 
第一季度  

季度比較 2020 年 
第二季度 

年度比較 

經營(收入)開支 (132,751) 125,473 不適用 183,923 不適用 

  研究及開發開支 143,052 156,273 -8.5% 157,999 -9.5% 

  一般及行政開支 51,132 48,803 4.8% 59,381 -13.9%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6,537 5,495 19.0% 5,072 28.9% 

  金融資產減值虧損確認淨額 3  203  -98.5% 1,924  -99.8% 

  其他經營收入，淨額 (333,475) (85,301) 290.9% (40,453) 724.4% 
 

 2021 年第二季的研究及開發開支減少至 143.1 百萬美元，相比 2021 年第一季的 156.3 百萬美元下

降 8.5%，變動主要由於 2021 年第二季研發活動減少。 
 

 其他經營收入，淨額的變動主要由於第二季處置一子公司所得淨收益 231.4 百萬美元。 政府項目資

金收入在 2021 年第二季為 81.3 百萬美元，相比 2021 年第一季為 86.3 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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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開支)，淨額 

以千美元計  2021 年 
第二季度  

 2021 年 
第一季度  

季度比較 2020 年 
第二季度 

年度比較 

其他收入，淨額 142,666  16,859  746.2% 76,999  85.3% 

  利息收入 53,705  53,509  0.4% 36,069 48.9% 

  財務費用 (34,111) (21,731) 57.0% (18,220) 87.2% 

  外幣匯兌收益(损失) 3,578  (2,150) 不適用 1,890  89.3% 

  其他收益，淨額 18,764  2,643  610.0% 27,789 -32.5% 

  以權益法核算之投資收益(损失) 100,730  (15,412) 不適用 29,471  241.8% 
 

 外幣匯兌收益(損失)的變動主要由於 2021 年第二季現金流量套期及外幣折算差異的淨影響所致。外

幣資產主要包含人民幣計值的現金及等價物和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外幣負債主要包含人民幣計值

的借款、中期票據、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2021 年第二季其他收益，淨額減少主要由認列為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資產的股權證券投資之

公允價值收益增加引起。 

 

 以權益法核算之投資收益(损失)的變動主要由於投資的部分聯營公司 2021 年第二季的收益所致。本

集團部分聯營公司為若干投資組合的基金管理機構。2021 年第二季對聯營公司權益投資收益主要由

於投資組合的公允價值變動及部分聯營公司的經營利潤增加所致。 
 

資金流動性 
 
 

 

 

 

 

 

 

 

 

 

 

 

 

 

 

 

 

 

 

 

 

 

 

 

 

 

 

 

 

附注：  

(1) 現金比率為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除以流動負債總計。 

(2) 速動比率為流動資產(不包含存貨)除以流動負債總計。  

(3) 流動比率為流動資產總計除以流動負債總計。 

以千美元計  2021 年 
第二季度  

 2021 年 
第一季度  

存貨 973,004  889,832  

預付款項及預付經營開支 61,140  73,331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996,076  886,486  

以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7,219  2,821  

以攤餘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 4,628,937  2,734,618  

衍生金融工具 25,363  15,123  

限制性現金 218,564  308,35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179,067  9,014,492  

歸類為持作待售資產 22,755  23,604  

流動資産總計 14,112,125  13,948,66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423,673  1,317,233  

合同負債 783,830  291,864  

借款 399,358  464,723  

租賃負債 107,797  95,296  

中期票據 232,082  228,198  

遞延政府資金 230,578  256,596  

預提負債 212,004  184,049  

衍生金融工具 49,187  52,687  

流動稅項負債 5,782  10,787  

其他負債 14,764  20,175  

流動負債總計 3,459,055  2,921,608  

      
現金比率(1) 2.1x 3.1x 

速動比率(2) 3.8x 4.5x 

流動比率(3) 4.1x 4.8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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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結構 

以千美元計  2021 年 
第二季度  

 2021 年 
第一季度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179,067 9,014,492 

受限制現金-流動 218,564  308,356  

以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流動(1) 7,219  2,821  

以攤餘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2) 8,046,641 5,002,770 

庫存資金總計 15,451,491 14,328,439 

      
借款-流動 399,358 464,723 

借款-非流動 4,544,524 4,288,825 

租賃負債 261,764 221,563 

中期票據 232,082 228,198 

可換股債券 1,957 1,947 

應付債券 597,312 597,138  
有息債務總計 6,036,997 5,802,394 

      

淨債務(3) (9,414,494) (8,526,045) 
權益 22,781,631 22,185,247 

總有息債務權益比(4) 26.5% 26.2% 

淨債務權益比(5) -41.3% -38.4% 

 

附注： 

(1) 主要包含結構性存款。 

(2) 主要包含超過三個月的銀行定期存款。 

(3) 有息債務總計減庫存資金總計。 

(4) 有息債務總計除以權益。 

(5) 淨債務除以權益。 

 

現金流量概要 

以千美元計  2021 年 
第二季度  

 2021 年 
第一季度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1,039,344  463,637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3,048,407) (1,055,939)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140,165  (215,873) 

匯率變動的影響 33,473  (3,870) 

現金及現金等价物變動淨額 (1,835,425) (812,045) 

 

資本開支概要 

 

 2021 年第二季資本開支爲 770.8 百萬美元，相比 2021 年第一季爲 534.1 百萬美元。 

 

 2021 年計劃的資本開支約為 43 億美元，其中大部分用於成熟工藝的擴產，小部分用於先進工藝、

北京新合資項目土建及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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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公佈 

 

 2020 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2021-07-26) 

 關於調整 2021 年科創板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相關事項的公告 及 關於向激勵對象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公告 (2021-07-20) 

 首次公開發行戰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2021-07-08) 

 關於召開 2021 年第二季度業績說明會的預告公告 (2021-07-06) 

 董事會會議日期通知 (2021-07-06) 

 關於核心技術人員離職的公告 (2021-07-05) 

 於 2021 年 6 月 25 日舉行之 2021 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2021-06-25) 

 於 2021 年 6 月 25 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及 更換核數師 (2021-06-25)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2021-06-07) 

 於 2021 年 6 月 25 日舉行之 2021 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適用之代表委任表格 (2021-06-07) 

 2021 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通知 (2021-06-07) 

 通函-(1)建議採納 2021 年科創版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 (2)根據特別授權建議發行 2021 年科創板限

制性股票激勵計劃項下之 新人民幣股份 (3)關連交易－根據特別授權建議發行 2021 年科創板限制

性股票激勵計劃項下之  新人民幣股份予關連人士  及  (4)2021 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通知 

(2021-06-07) 

 授出購股權 及 (2) 不獲豁免關連交易－建議授出限制性股票單位 (2021-06-01) 

 授出購股期權 (2021-06-01)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2021-05-25)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2021-05-25) 

 於 2021 年 6 月 25 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適用之代表委任表格 (2021-05-25) 

 通函-(1)重選董事 (2)建議授出發行及購回股份之一般授權 (3)建議委任核數師 (4)2020 年度分配

預案 及 (5)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2021-05-25) 

 建議採納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 (2)根據特別授權建議發行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項下之新人

民幣股份 及 (3)關連交易－根據特別授權建議發行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項下之 新人民幣股份予關

連人士 及 (4)內幕消息 (2021-05-19) 

 關於董事重選的公告 (2021-05-13) 

 薪酬委員會章程 (2021-05-13) 

 建議更換核數師 (2021-05-13) 

 中芯國際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三個月未經審核業績公佈 (2021-05-13) 

 董事名單與其角色和職能 (2021-05-13) 

 辭任非執行董事及薪酬委員會成員  委任非執行董事、薪酬委員會成員及提名委員會成員 

(2021-05-13) 

 董事名單與其角色和職能 (2021-04-30) 

 辭任非執行董事的公告 (2021-04-30) 

 2020 年年報 (2021-04-27) 

 須予披露交易-出售子公司 (2021-04-22) 

 關於召開 2021 年第一季度業績說明會的預告公告 (2021-04-16) 

 董事會會議日期通知 (2021-04-16) 

上述公佈詳情請參閱中芯國際網站:  

http://www.smics.com/tc/site/news 及 http://www.smics.com/tc/site/comapny_statutoryDocuments

http://www.smics.com/tc/site/news
http://www.smics.com/tc/site/comapny_statutory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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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以下日期止三個月 

  2021年6月30日  2021年3月31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1,344,102   1,103,649  

銷售成本  (939,090)   (853,535)  

  毛利  405,012   250,114  

研究及開發開支  (143,052)   (156,273)  

一般及行政開支  (51,132)   (48,803)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6,537)   (5,495)  

金融資產減值虧損確認淨額  (3)   (203)  

其他經營收入，淨額  333,475   85,301  

 經營收入(開支)  132,751   (125,473)  

經營利潤  537,763   124,641  

其他收入，淨額  142,666   16,859  

除稅前利潤  680,429   141,500  

所得稅利得(費用)  27,673   (25,573)  

本期利潤  708,102   115,927  

     
其他綜合收益：     

其後或會重新歸類為損益的項目     

  外幣報表折算差異變動  19,624   (4,272)  

  現金流量套期  (5,216)   8,541  

本期綜合收益總額  722,510   120,196  

     
本期以下各方應佔利潤(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687,803   158,876  

  非控制性權益  20,299   (42,949)  

  708,102   115,927  

本期以下各方應佔其他綜合收入(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702,211   163,145  

  非控制性權益  20,299   (42,949)  

  722,510   120,196  

     

每股普通股股份盈利     

  基本  $0.09   $0.02  

  攤薄  $0.09   $0.02  

     

用作計算基本每股普通股盈利額的股份  7,900,199,330  7,884,433,053 

用作計算攤薄每股普通股盈利額的股份  7,924,457,244  7,923,938,467 

     
比較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而調節出非國際準則的財務計量   

非國際準則的經營開支(1)  (191,699)   (204,712)  

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2)  1,176,157   582,900  

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率(2)  87.5%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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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1) 非國際準則營運開支定義為不包含下表列示項目影響的營運開支。中芯國際一併覆核了營運開支和非國際

準則的營運開支，以瞭解、管理和評估其業務，以及制定營運和財務方面的決策。本集團也相信這些補充

資訊對投資者及分析師用以評估公司的營運表現來說是有用的。然而，把非國際準則的財務計量當作一項

分析工具來使用是有重大限制的，其中一個限制就是使用非國際準則的財務計量，並不包括影響到當期淨

利潤的所有項目。此外，因為非國際準則的財務計量不會被其他公司用相同的方法計算，相對於其他公司

在使用類似名稱的計量上，或許無法比較。根據上述提到的限制，對於遵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營運

開支，不應該僅考慮非國際準則的營運開支，或認為非國際準則的營運開支是可替代的。 

 

下表列示在有關期間由遵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營運開支(此為最直接可比較的財務計量)，調節至非國

際準則的營運開支。 

 

 

 

截至以下日期止三個月 

 

2021 年 6 月 30 日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收入(開支) 132,751  

 

(125,473)  

 

(183,923)  

雇員花紅計提數 9,025  

 

6,062  

 

9,365  

政府項目資金 (81,312)  

 

(86,281)  

 

(40,458)  

出售子公司的收益 (231,382)  

 

- 

 

- 

出售機器設備及生活園區 

  資產(收益)損失 (20,781)  

 

980  

 

5  

非國際準則的營運開支 (191,699)  

 

(204,712)  

 

(215,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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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定義為本期利潤，不包含財務費用、折舊及攤銷及所得稅利得及費用的影響數。稅

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率定義為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除以收入。中芯國際使用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率為

一項經營績效的計量；出於規劃角度考慮，包含本集團年度營運預算的編制；分配資源提升本集團經營績

效；評估本集團經營策略的有效性；以及與中芯國際董事會溝通其關注的本集團財務績效。雖然稅息折舊

及攤銷前利潤被投資者廣泛使用在計量一家公司排除某些項目時的營運績效，比如財務費用、所得稅利得

及費用和折舊及攤銷，這些項目在不同公司的變化可能很大，取決於各自的財務結構及會計政策、資產的

帳面價值、資本結構以及取得資產的方法，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當作一項分析工具是有限制的，不可以

僅考慮該財務計量，或認為其可替代遵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表達的本集團營運結果分析。這些限制包含：

不能反映本集團的資本支出，或未來資本支出的需求，或其他合約的承擔；不能反映本集團營運資金需要

的變化或需求；不能反映財務費用；不能反映所得稅費用的現金需求；雖然折舊及攤銷與現金無關，正在

計提折舊及攤銷的資產通常會在未來被替換掉。這些計量不能反映任何的現金需求及資產更換；中芯國際

與同行業的其他公司也許計算這些計量的方法不一致，因此限制了其作為可比較計量指標的有效性。 

 

下表列示在有關期間由遵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最直接可比較的財務計量，調節至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的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及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率。 

 

 截至以下日期止三個月 

 2021 年 6 月 30 日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利潤 708,102   115,927   125,636  

財務費用 34,111   21,731   18,220  

折舊及攤銷 461,617   419,669   305,734  

所得稅(利得)費用 (27,673)   25,573   16,029  

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 1,176,157  582,900  465,619 

利潤率 52.7%  10.5%  13.4% 

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率 87.5%  52.8%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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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以下日期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  2021 年 3 月 31 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資産    

非流動資産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097,966   12,270,527  

  使用權資產 499,677   469,744  

  無形資產 74,918   80,342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1,590,487   1,434,296  

  於合營公司的投資 28,232   29,650  

  遞延稅項資產 36,967   24,801  

  以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168,737   147,751  

  以攤餘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 3,417,704   2,268,152  

  衍生金融工具 28,184   18,089  

  受限制現金 116,158   114,258  

  其他資產 1,539   1,517  

非流動總資產 18,060,569   16,859,127  

    

流動資産    

  存貨 973,004   889,832  

  預付款項及預付經營開支 61,140   73,33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996,076   886,486  

  以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7,219   2,821  

  以攤餘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 4,628,937   2,734,618  

  衍生金融工具 25,363   15,123  

  受限制現金 218,564   308,35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179,067   9,014,492  

 14,089,370   13,925,059  

  歸類為持作待售資產 22,755   23,604  

流動總資產 14,112,125   13,948,663  

總資産 32,172,694   30,807,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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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以下日期止 

 2021年6月30日  2021年3月31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權益及負債    

股本及儲備    

  普通股 31,604   31,597  

  股份溢價 13,832,049   13,828,951  

  其他儲備 92,599   75,940  

  留存收益 2,104,735   1,416,93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6,060,987   15,353,420  

 非控制性權益 6,720,644   6,831,827  

總權益 22,781,631   22,185,247  

    

非流動負債    

  借款 4,544,524   4,288,825  

  租賃負債 153,967   126,267  

  應付債券 597,312   597,138  

  遞延稅項負債 17,753   4,168  

  遞延政府資金 596,211   650,581  

  衍生金融工具 20,284   32,009  

  可換股債券 1,957   1,947  

非流動總負債 5,932,008   5,700,935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423,673   1,317,233  

  合同負債 783,830   291,864  

  借款 399,358   464,723  

  租賃負債 107,797   95,296  

  中期票據 232,082   228,198  

  遞延政府資金 230,578   256,596  

  預提負債 212,004   184,049  

  衍生金融工具 49,187   52,687  

  流動稅項負債 5,782   10,787  

  其他負債 14,764   20,175  

流動總負債 3,459,055   2,921,608  

總負債 9,391,063   8,622,543  

權益及負債合計 32,172,694   30,807,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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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以下日期止三個月 

 2021 年 6 月 30 日  2021 年 3 月 31 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    

  季內利潤 708,102   115,927  

  折舊及攤銷 461,617   419,669  

  以權益法核算之投資(收益)損失 (100,730)   15,412  

  營運資金的變動及其它 (29,645)   (87,371)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1,039,344   463,637  

    
投資活動:    

  取得以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付款 (22,716)   (2,440)  

  出售以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所得款項 10,760   112,909  

  取得以攤餘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付款 (3,714,530)   (1,679,787)  

  按攤餘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到期的所得款項 794,235   1,271,215  

  對物業、廠房及設備的付款 (675,430)   (690,01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及歸類為持作待售資產 

    的所得款項 

192,760   7,941  

  對無形資産的付款 (2,616)   (3,666)  

  對收購土地使用權的付款 -  (98,739)  

  出售子公司所得款項 340,222   - 

  對合營公司及聯營公司的投资付款 (40,867)   (9,902)  

  出售合營公司及聯營公司所得款項 2,636   1,567  

  收取合營公司及聯營公司的分派 134   - 

  解除有關投資活動的受限制現金的所得款項 67,005   34,974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3,048,407)   (1,055,939)  

    

融資活動:    

  借款所得款項 380,648   480,024  

  償還借款 (184,725)   (997,345)  

  租賃負債本金部分的付款 (23,581)   (23,696)  

  行使僱員認股權所得款項 1,428   1,825  

  自非控制性權益所得款項－資本注資 -  367,350  

  交割衍生金融工具的付款 (33,605)   (44,031)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140,165   (215,873)  

    

匯率變動對以外幣持有現金結餘的影響 33,473   (3,87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1,835,425)   (812,045)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014,492   9,826,537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179,067   9,014,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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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中芯國際集成電路製造有限公司 

高永崗 

執行董事、首席財務官兼公司秘書 

 
中國上海，2021年8月5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分別為： 

 

執行董事 

周子學(董事長) 

蔣尚義(副董事長) 

趙海軍(聯合首席執行官) 

梁孟松(聯合首席執行官) 

高永崗(首席財務官兼公司秘書) 

 

非執行董事 

陳山枝  

周杰 

任凱 

黃登山 

魯國慶 

 

獨立非執行董事 

William Tudor BROWN 

劉遵義 

范仁達 

楊光磊 

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