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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告的内容概不负责，对其准确性或完整性

亦不发表任何声明，并明确表示，概不对因本文档全部或任何部分内容而产生或因依赖该等内容而引致

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中 芯 国 际 集 成 电 路 制 造 有 限 公 司 *  

(于开曼群岛注册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号：00981) 

 

中芯国际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止三个月未经审核业绩公布  

 

除非以下额外说明，本合并财务信息系依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且表达。 

 

 2022 年第二季的销售收入为 1,903.2 百万美元，相较于 2022 年第一季的 1,841.9 百万美元增长

3.3%，相较于 2021 年第二季的 1,344.1 百万美元增长 41.6%。 

 

 2022 年第二季毛利为 750.5 百万美元，相比 2022 年第一季为 750.3 百万美元，相较于 2021 年第

二季的 405.0 百万美元增长 85.3%。 

 

 2022 年第二季毛利率为 39.4%，相比 2022 年第一季为 40.7%，2021 年第二季为 30.1%。 

 

 

以下为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本集团」)于 2022 年 8 月 11 日就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三个月的未经审

核业绩公布全文。 

 

除非特别指明，所有货币以美元列账。 

 

中国上海 ─ 2022年 8月 11日 ─ 国际主要半导体代工制造商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香港联交

所股份代号：00981；上交所科创板证券代码：688981)(「中芯国际」、「本公司」或「我们」)于今日公

布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三个月的综合经营业绩。 

 
 
 
 
 
 
 
 
 
 
 
 
 
 
 
 
 
 
 
 
 
 

* 仅供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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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三季指引 

 
以下声明为前瞻性陈述，此陈述基于目前的期望并涵盖风险和不确定性。本公司预期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下的指引为: 

 

 季度收入环比增长 0%至 2%。 

 毛利率介于 38%至 40%的范围内。 

 

中芯国际管理层评论说：“今年二季度，公司销售收入突破 19 亿美元，环比增长 3.3%，出货量以及平

均销售单价均有小幅增长。产能利用率为 97.1%，毛利率为 39.4%。由于疫情对于人员流动的管控，部

分工厂岁修并没有在二季度进行，使疫情对于产出的整体影响低于预期，因而当季收入和毛利率都略超

指引。 

 

三季度，公司预计销售收入环比持平到增长 2%，毛利率在 38%到 40%之间。 

 

上半年，公司资本开支共计 25 亿美元，增加了折合 8 英寸 5.3 万片每月的产能，进度符合预期，新厂项

目亦按计划推进。 

 

目前看来，这一轮周期调整至少要持续到明年上半年，但可以确定的是，集成电路行业需求增长和全球

区域化趋势不变，虽短期有调整，但本土制造长期逻辑不变，我们对于公司的中长期成长依然充满信心。” 

 



- 3 - 

  

 

电话会议／网上业绩公布详情 

日期：2022 年 8 月 12 日(星期五) 

时间：上午 8:30-9:30 

 

网上参与方式 

会议将在 https://edge.media-server.com/mmc/p/79v5xicz 

做线上直播。 

 

电话参与方式 

请提前通过 https://register.vevent.com/register/BI4cc21a3a7f7b4cb28d8449e0889ff8e3 

注册电话会议。 

 

网络重播 

会议结束约 1 小时后，您可于 12 个月内在以下网页重复收听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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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芯国际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股份代号：00981；上交所科创板证券代码：688981）及

其子公司，是世界领先的集成电路晶圆代工企业之一，也是中国大陆集成电路制造业领导者，拥有领先

的工艺制造能力、产能优势和服务配套，向全球客户提供 0.35 微米到 14 纳米不同技术节点的晶圆代工

与技术服务。中芯国际总部位于中国上海，拥有全球化的制造和服务基地，在上海、北京、天津、深圳

建有三座 8 英寸晶圆厂和三座 12 英寸晶圆厂；在上海、北京、深圳各有一座 12 英寸晶圆厂在建中。中

芯国际还在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台湾设立营销办事处、提供客户服务，同时在中国香港设立了代表

处。 

 

详细信息请参考中芯国际网站 www.smics.com。 

 
 

前瞻性陈述 

本公布可能载有(除历史资料外)「前瞻性陈述」。该等前瞻性陈述乃根据中芯国际对未来事件或绩效的现

行假设、期望、信念、计划、目标及预测而作出。中芯国际使用包括（但不限于）「相信」、「预期」、「打

算」、「估计」、「期望」、「预测」、「指标」、「前进」、「继续」、「应该」、「或许」、「寻求」、「应当」、「计

划」、「可能」、「愿景」、「目标」、「旨在」、「渴望」、「目的」、「预定」、「展望」和其他类似的表述，以识

别前瞻性陈述。该等前瞻性陈述乃反映中芯国际高级管理层根据最佳判断作出的估计，存在重大已知及

未知的风险、不确定性以及其它可能导致中芯国际实际业绩、财务状况或经营结果与前瞻性陈述所载数

据有重大差异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与半导体行业周期及市场情况有关风险、半导体行业的激烈竞

争、中芯国际对于少数客户的依赖、中芯国际客户能否及时接收晶圆产品、能否及时引进新技术、中芯

国际量产新产品的能力、半导体代工服务供求情况、行业产能过剩、设备、零备件、原材料及软件短缺、

制造产能供给、终端市场的金融情况是否稳定、来自未决诉讼的命令或判决、半导体行业常见的知识产

权诉讼、宏观经济状况，及货币汇率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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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公布所载的资料外，您亦应考虑中芯国际不时向香港联交所及上交所呈报的其他文件。其他未知或

未能预测的因素亦可能会对中芯国际的未来业绩、表现或成就造成重大不利影响。鉴于该等风险、不确

定性、假设及因素，本公布所讨论的前瞻性事件可能不会发生。您不应过分依赖该等前瞻性陈述，有关

前瞻性陈述仅视为于其中所载日期发表，倘若未注明日期，则视为于本公布刊发日期发表。除适用法律

可能会有的要求外，中芯国际不承担任何义务，亦无意图更新任何前瞻性陈述,以反映该陈述发布日期之

后的事件或情况，或反映该陈述发布日期之后可能发生或发生的意外事件，无论是否有新的资讯、将来

的事件或是其它原因。 

 
 

关于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非国际准则」)的财务计量 

为补充阐述中芯国际遵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表达的合并财务结果，中芯国际在此使用了非国际准则的财

务计量表达，包含了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率及非国际准则的营运费用。非国

际准则的财务计量表达，并不意味着可以仅考虑非国际准则的财务计量，或认为其可替代遵照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编制及表达的财务信息。这些非国际准则的财务计量并非基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算或表达，

亦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量的替换或代替，其应协同参阅本集团遵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计量。

本集团的非国际准则财务计量也许和其他公司使用类似名称的非国际准则财务计量不一致。 

 

中芯国际相信使用这些非国际准则的财务计量，有助于投资者及管理层比较中芯国际过去的业绩。本集

团管理层定期使用这些非国际准则财务计量去了解、管理和评估本集团的业务以及去制定财务和营运方

面的决策。 

 

对于每项非国际准则的财务计量及直接可比的国际财务报告计量，公司在后附的表格中将进行进一步阐

述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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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二季经营业绩概要 

 

以千美元为单位(每股盈利和营运数据除外) 

 2022 年 
第二季度 

2022 年 
第一季度 

季度比较 2021 年 
第二季度 

年度比较 

收入 1,903,164  1,841,894  3.3% 1,344,102  41.6% 

销售成本 (1,152,676)  (1,091,639)  5.6% (939,090)  22.7% 

毛利 750,488  750,255  0.0% 405,012 85.3% 

经营(费用)/收入 (211,045)  (214,284)  -1.5% 132,751  不适用 

经营利润 539,443  535,971  0.6% 537,763  0.3% 

其他收入，净额 96,804  38,179  153.6% 142,666  -32.1% 

除税前利润 636,247  574,150  10.8% 680,429  -6.5% 

所得税(费用)/利得 (7,174)  (4,989)  43.8% 27,673  不适用 

本期利润 629,073  569,161  10.5% 708,102  -11.2% 

       

其他综合收益:       

外币报表折算差异变动 (86,947)  1,145  不适用 19,624  不适用 
现金流量套期 (4,303)  21,103  不适用 (5,216)  -17.5% 
本期综合收益总额 537,823  591,409  -9.1% 722,510  -25.6% 

       

以下各方本期应占利润:       
  本公司拥有人 514,332  447,227  15.0% 687,803  -25.2% 

  非控制性权益 114,741  121,934  -5.9% 20,299  465.3% 
本期利润 629,073  569,161  10.5% 708,102  -11.2% 

       

毛利率 39.4% 40.7%  30.1%   

       

每股盈利(1)       

  基本 $0.07 $0.06  $0.09  

  稀释 $0.06 $0.06  $0.09  

       

销售晶圆(8 英寸晶圆约当量) 1,886,530  1,840,189  2.5% 1,745,194  8.1% 

产能利用率(2) 97.1% 100.4%   100.4%   

 
附注： 

(1) 基于2022年第二季加权平均普通股 7,905百万股(基本)及7,935百万股(稀释)，2022年第一季加权平均普通股7,904百万股(基

本)及 7,945 百万股(稀释)，2021 年第二季 7,900 百万股(基本)及 7,924 百万股(稀释)。 

(2) 产能利用率按 8 英寸晶圆约当产出总额除以估计季度产能计算。 

 

 2022年第二季的销售收入为 1,903.2百万美元，相较于 2022 年第一季的 1,841.9百万美元增长 3.3%。 

 2022 年第二季的销售成本为 1,152.7 百万美元，相较于 2022 年第一季为 1,091.6 百万美元。 

 2022 年第二季毛利为 750.5 百万美元，相较于 2022 年第一季为 750.3 百万美元。 

 2022 年第二季毛利率为 39.4%，相较于 2022 年第一季为 40.7%。 

 2022 年第二季的经营费用为 211.0 百万美元，相较于 2022 年第一季的经营费用为 214.3 百万美元。

主要原因请详见下文经营费用/（收入）。 

 2022 年第二季的其他收入，净额为收益 96.8 百万美元，相较于 2022 年第一季为收益 38.2 百万美元。

主要原因请详见下文其他收入，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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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析 
 

收入分析       

以地区分类(1) 

2022 年 

第二季度 

2022 年 

第一季度 

2021 年 

第二季度 

中国内地及中国香港 69.4% 68.4% 62.9% 

北美洲 18.9% 19.0% 23.3% 

欧洲及亚洲(2) 11.7% 12.6% 13.8% 

以服务类型分类 

2022 年 

第二季度 

2022 年 

第一季度 

2021 年 

第二季度 

晶圆 94.1% 92.5% 91.7% 

其它 5.9% 7.5% 8.3% 

晶圆收入分析       

以应用分类 

2022 年 

第二季度 

2022 年 

第一季度 

2021 年 

第二季度 

智能手机 25.4% 28.7% 31.6% 

智能家居 16.2% 13.8% 12.4% 

消费电子 23.8% 23.1% 25.1% 

其他 34.6% 34.4% 30.9% 

以尺寸分类 

2022 年 

第二季度 

2022 年 

第一季度 

2021 年 

第二季度 

8 英寸晶圆 31.7% 33.5% 35.7% 

12 英寸晶圆 68.3% 66.5% 64.3% 
 

附注： 

(1) 呈列之收入源于总部位于该地区，但最终出售及销售产品予其全球客户的公司。 

(2) 不包括中国内地及中国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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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 
 

 月产能由 2022 年第一季的 649,125 片约当 8 英寸晶圆增加至 2022 年第二季的 673,750 片约当 8 英

寸晶圆。 

 

销量及产能利用率 
 

约当 8 英寸晶圆  2022 年 
第二季度  

 2022 年 
第一季度  

季度比较 2021 年 
第二季度 

年度比较 

销售晶圆 1,886,530 1,840,189 2.5% 1,745,194 8.1% 

产能利用率(1) 97.1% 100.4%   100.4%   
 
附注：  

(1) 产能利用率按 8 英寸晶圆约当产出总额除以估计季度产能计算。 

 

详细财务分析 

毛利 

以千美元计  2022 年 
第二季度  

 2022 年 
第一季度  

季度比较 2021 年 
第二季度 

年度比较 

销售成本 1,152,676 1,091,639 5.6% 939,090 22.7% 

  折旧及摊销 415,142 393,263 5.6% 346,050 20.0% 

  其他制造成本 737,534 698,376 5.6% 593,040 24.4% 

毛利 750,488 750,255 0.0% 405,012 85.3% 

毛利率 39.4% 40.7%   30.1%   
 

折旧及摊销 

以千美元计  2022 年 
第二季度  

 2022 年 
第一季度  

季度比较 2021 年 
第二季度 

年度比较 

折旧及摊销 557,339 533,828 4.4% 461,617 20.7% 

 

经营费用/(收入) 
以千美元计  2022 年 

第二季度  
 2022 年 
第一季度  

季度比较 2021 年 
第二季度 

年度比较 

经营费用/(收入) 211,045  214,284  -1.5% (132,751)            不适用 

  研究及开发费用 187,484 165,269 13.4% 143,052 31.1% 

  一般及行政费用 119,130 94,591 25.9% 51,132 133.0% 

  销售及市场推广费用 9,497 9,130 4.0% 6,537 45.3% 

  金融资产减值亏损，净额 313 (412)                       不适用 3 10,333.3% 

  其他经营收入 (105,379) (54,294) 94.1% (333,475) -68.4% 
 
 2022 年第二季的研究及开发费用从 2022 年第一季的 165.3 百万美元增加至 187.5 百万美元。变动

主要由于 2022 年第二季研发活动增加。 

 

 一般及行政费用 2022 年第二季从 2022 年第一季的 94.6 百万美元增加至 119.1 百万美元。变动主

要由于第二季新厂试经营相关的费用增加，及新冠疫情防控成本增加所致。 

 

 其他经营收入的变动主要由于政府项目资金收入在 2022 年第二季为 100.3 百万美元，相较于 2022

年第一季为 45.0 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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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净额 
以千美元计  2022 年 

第二季度  
 2022 年 
第一季度  

季度比较 2021 年 
第二季度 

年度比较 

其他收入，净额 96,804  38,179  153.6% 142,666  -32.1% 

  利息收入 74,688  51,933  43.8% 53,705 39.1% 

  财务费用 (26,407) (28,445) -7.2% (34,111) -22.6% 

  外币汇兑收益 7,009  6,260  12.0% 3,578  95.9% 

  其他收益/(亏损)，净额 6,691  (7,957) 不适用 18,764 -64.3% 

  应占联营企业与合营企业损益 34,823  16,388  112.5% 100,730  -65.4% 
 
 2022 年第二季其他收益/(亏损)，净额变动主要由于认列为以公允价值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的股权证

券投资之公允价值变动引起。 
 

 应占联营企业与合营企业损益的增加主要由于投资的部分联营公司 2022年第二季的收益增加所致。
本集团部分联营公司为拥有若干投资组合的基金管理机构。对联营公司权益投资收益的变动主要由
于投资组合的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资金流动性 
 
 

 

 

 

 

 

 

 

 

 

 

 

 

 

 

 

 

 

 

 

 

 

 

 

 

 

 

 

附注：  

(1) 现金比率为现金及现金等价物除以流动负债总计。 

(2) 速动比率为流动资产(不包含存货)除以流动负债总计。  

(3) 流动比率为流动资产总计除以流动负债总计。 

以千美元计  2022 年 
第二季度  

 2022 年 
第一季度  

存货 1,448,790  1,317,126  

预付款项及预付经营费用 58,162  77,378  

贸易及其他应收账款 1,209,869  1,181,926  

以公允价值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 312,975  322,975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5,913,809  6,598,723  

衍生金融工具 130,872  36,570  

受限制现金 221,820  266,04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8,634,495  6,099,908  

归类为持作待售资产 26,017  26,469  

流动资产总计 17,956,809  15,927,120  

      
贸易及其他应付款项 2,878,441  1,889,744  

合同负债 2,076,685  1,572,050  

借款 872,465  798,489  

租赁负债 75,675  88,234  

可转换债券 - 1,989  

递延政府资金 148,231  202,518  

预提负债 241,310  173,028  

衍生金融工具 31,327  11,978  

流动税项负债 11,044  26,044  

流动负债总计 6,335,178  4,764,074  

      

现金比率(1) 1.4 1.3 
速动比率(2) 2.6 3.1 
流动比率(3) 2.8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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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结构 

以千美元计  2022 年 
第二季度  

 2022 年 
第一季度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8,634,495 6,099,908 

受限制现金-流动 221,820  266,045  

以公允价值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流动(1) 312,975  322,975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2) 9,449,223 10,586,163 

库存资金总计 18,618,513 17,275,091 

      
借款-流动 872,465 798,489 

借款-非流动 5,628,583 5,109,660 

租赁负债 155,858 183,110 

可转换债券 - 1,989 

应付债券 598,018 597,839  
有息债务总计 7,254,924 6,691,087 
      

净债务(3) (11,363,589) (10,584,004) 
权益 27,330,635 26,317,641 
总有息债务权益比(4) 26.5% 25.4% 
净债务权益比(5) -41.6% -40.2% 

 

附注： 

(1) 主要包含结构性存款和货币基金。 

(2) 主要包含超过三个月的银行定期存款。 

(3) 有息债务总计减库存资金总计。 

(4) 有息债务总计除以权益。 

(5) 净债务除以权益。 

 

现金流量概要 
以千美元计  2022 年 

第二季度  
 2022 年 
第一季度  

经营活动所得现金净额 2,122,489  1,592,970  

投资活动所用现金净额 (681,138) (4,266,260) 

融资活动所得现金净额 1,228,149  188,415  

汇率变动的影响 (134,913) 3,03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变动净额 2,534,587  (2,481,838) 

 

资本开支概要 
 

 2022 年第二季资本开支为 1,672.3 百万美元，相比 2022 年第一季为 869.0 百万美元。 

 

 2022 年计划的资本开支约为 50 亿美元用于持续推进老厂扩建及三个新厂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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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公布 
 

 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二季度业绩说明会的预告公告 (2022-07-12) 

 董事会会议日期通知 (2022-07-12) 

 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2022-07-08)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退休暨新增认定核心技术人员的公告 (2022-06-30) 

 于 2022 年 6 月 24 日举行之股东周年大会投票表决结果 (2022-06-24)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2022-06-21) 

 关于全部驳回民事诉讼的公告 (2022-06-10) 

 暂停办理股份过户登记 (2022-05-31) 

 于 2022 年 6 月 24 日举行之股东周年大会适用之代表委任表格 (2022-05-31) 

 股东周年大会通告 (2022-05-31) 

 通函-(1)重选董事及(2)续聘核数师及(3)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4)建议授出发行及购回股份之一

般授权及(5)有关 2021 年授出限制性股票单位之不获豁免关连交易及(6)有关 2022 年授出限制性股

票单位之不获豁免关连交易及(7)股东周年大会通告 (2022-05-31) 

 2021 环境、社会及管治（ESG）报告 (2022-05-31)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2022-05-12) 

 关于董事重选的公告 (2022-05-12)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 (2022-05-12) 

 中芯国际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止三个月未经审核业绩公布 (2022-05-12) 

 持续关连交易-与大唐控股订立 2022 年框架协议-修订现有年度限额 (2022-05-12) 

 2021 年年报 (2022-04-26) 

 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预告公告 (2022-04-13) 

 董事会会议日期通知 (2022-04-13) 

 不获豁免关连交易－建议授出限制性股票单位 (2022-04-10) 

 中芯国际捐赠 1000 万元驰援上海抗疫 (2022-04-06) 

 

上述公布详情请参阅中芯国际网站:  

https://www.smics.com/tc/site/news 及 

 https://www.smics.com/tc/site/company_statutoryDocuments

https://www.smics.com/tc/site/news
https://www.smics.com/tc/site/company_statutory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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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以下日期止三个月 

  2022年6月30日  2022年3月31日 

   (未经审核)    (未经审核)  

       

收入  1,903,164   1,841,894  

销售成本  (1,152,676)   (1,091,639)  

  毛利  750,488   750,255  

研究及开发费用  (187,484)   (165,269)  

销售及市场推广费用  (9,497)   (9,130)  

一般及行政费用  (119,130)   (94,591)  

金融资产减值亏损净额  (313)   412  

其他经营收入  105,379   54,294  

  经营费用  (211,045)   (214,284)  

经营利润  539,443   535,971  

其他收入，净额  96,804   38,179  

除税前利润  636,247   574,150  

所得税费用  (7,174)   (4,989)  

本期利润  629,073   569,161  

     
其他综合收益：     

其后或会重新归类为损益的项目     

  外币报表折算差异变动  (86,947)   1,145  

  现金流量套期  (4,303)   21,103  

本期综合收益总额  537,823   591,409  

     
以下各方本期应占利润：     

  本公司拥有人  514,332   447,227  

  非控制性权益  114,741   121,934  

  629,073   569,161  

以下各方本期应占其他综合收入总额：     

  本公司拥有人  423,082   469,475  

  非控制性权益  114,741   121,934  

  537,823   591,409  

     

每股盈利     

  基本  $0.07   $0.06  

  稀释  $0.06   $0.06  

     

用作计算基本每股盈利额的股份  7,905,292,195  7,903,982,617 

用作计算稀释每股盈利额的股份  7,934,949,130  7,945,292,737 

     
非国际准则的财务计量     

非国际准则的经营费用(1)  (298,700)   (254,938)  

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2)  1,219,993   1,136,423  

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率(2)  64.1%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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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1) 非国际准则营运费用定义为不包含下表列示项目影响的营运费用。中芯国际一并复核了营运费用和非国际

准则的营运费用，以了解、管理和评估其业务，以及制定营运和财务方面的决策。本集团也相信这些补充

信息对投资者及分析师用以评估公司的营运表现来说是有用的。然而，把非国际准则的财务计量当作一项

分析工具来使用是有重大限制的，其中一个限制就是使用非国际准则的财务计量，并不包括影响到当期净

利润的所有项目。此外，因为非国际准则的财务计量不会被其他公司用相同的方法计算，相对于其他公司

在使用类似名称的计量上，或许无法比较。根据上述提到的限制，对于遵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营运

费用，不应该仅考虑非国际准则的营运费用，或认为非国际准则的营运费用是可替代的。 

 

下表列示在有关期间由遵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营运费用(此为最直接可比较的财务计量)调节至非国

际准则的营运费用。 

 

 

截至以下日期止三个月 

 

2022 年 6 月 30 日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核) 

 

(未经审核) 
 

(未经审核) 

经营(费用)/收入 (211,045)  

 

(214,284)  

 

132,751  

雇员奖金计提数 17,724  

 

13,640  

 

9,025  

政府项目资金 (100,272)  

 

(44,968)  

 

(81,312)  

出售子公司的收益 - 

 

- 

 

(231,382)  

出售机器设备及生活园区资产收益 (5,107)  

 

(9,326)  

 

(20,781)  

非国际准则的营运费用 (298,700)  

 

(254,938)  

 

(191,699)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简 明 合 并 损 益 及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表  
(以千美元为单位，每股资料除外) 

- 13 - 

(2) 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定义为本期利润，不包含财务费用、折旧及摊销及所得税利得及费用的影响数。税

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率定义为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除以收入。中芯国际使用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率为

一项经营绩效的计量；出于规划角度考虑，包含本集团年度营运预算的编制；分配资源提升本集团经营绩

效；评估本集团经营策略的有效性；以及与中芯国际董事会沟通其关注的本集团财务绩效。虽然税息折旧

及摊销前利润被投资者广泛使用在计量一家公司排除某些项目时的营运绩效，比如财务费用、所得税费用

及利得和折旧及摊销，这些项目在不同公司的变化可能很大，取决于各自的财务结构及会计政策、资产的

帐面价值、资本结构以及取得资产的方法，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当作一项分析工具是有限制的，不可以

仅考虑该财务计量，或认为其可替代遵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表达的本集团营运结果分析。这些限制包含：

不能反映本集团的资本支出，或未来资本支出的需求，或其他合约的承担；不能反映本集团营运资金需要

的变化或需求；不能反映财务费用；不能反映所得税费用的现金需求；虽然折旧及摊销与现金无关，正在

计提折旧及摊销的资产通常会在未来被替换掉。这些计量不能反映任何的现金需求及资产更换；中芯国际

与同行业的其他公司也许计算这些计量的方法不一致，因此限制了其作为可比较计量指标的有效性。 

 

下表列示在有关期间由遵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最直接可比较的财务计量调节至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的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及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率。 

 

 截至以下日期止三个月 

 2022 年 6 月 30 日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核)  (未经审核)  (未经审核) 

本期利润 629,073   569,161   708,102  

财务费用 26,407   28,445   34,111  

折旧及摊销 557,339   533,828   461,617  

所得税费用/(利得) 7,174   4,989   (27,673)  

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1,219,993  1,136,423  1,176,157 

利润率 33.1%  30.9%  52.7% 

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率 64.1%  61.7%  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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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以下日期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核)  (未经审核) 

资产    

非流动资产    

  不动产、厂房及设备 15,773,199   14,632,601  

  使用权资产 496,171   524,939  

  无形资产 50,577   54,081  

  于联营公司的投资 1,868,839   1,907,790  

  于合营公司的投资 10,809   9,439  

  递延税项资产 14,615   14,602  

  以公允价值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 199,895   210,080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3,535,414   3,987,440  

  衍生金融工具 53,739   70,320  

  受限制现金 515,127   117,988  

  其他资产 529   1,657  

非流动总资产 22,518,914   21,530,937  

    

流动资产    

  存货 1,448,790   1,317,126  

  预付款项及预付经营费用 58,162   77,378  

  贸易及其他应收款项 1,209,869   1,181,926  

  以公允价值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 312,975   322,975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5,913,809   6,598,723  

  衍生金融工具 130,872   36,570  

  受限制现金 221,820   266,04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8,634,495   6,099,908  

 17,930,792   15,900,651  

  归类为持作待售资产 26,017   26,469  

流动总资产 17,956,809   15,927,120  

总资产 40,475,723   37,458,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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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以下日期止 

 2022年6月30日  2022年3月31日 

 (未经审核)  (未经审核) 

权益及负债    

股本及储备    

  普通股 31,608   31,626  

  股份溢价 13,829,888   13,869,623  

  储备 412,978   350,229  

  留存收益 3,921,418   3,407,086  

 本公司拥有人应占权益 18,195,892   17,658,564  

 非控制性权益 9,134,743   8,659,077  

总权益 27,330,635   26,317,641  

    

非流动负债    

  借款 5,628,583   5,109,660  

  租赁负债 80,183   94,876  

  应付债券 598,018   597,839  

  递延税项负债 27,117   28,321  
  递延政府资金 473,523   515,770  

  衍生金融工具 2,486   29,876  

非流动总负债 6,809,910   6,376,342  
    

流动负债    

  贸易及其他应付款项 2,878,441   1,889,744  
  合同负债 2,076,685   1,572,050  
  借款 872,465   798,489  

  租赁负债 75,675   88,234  

  可转换债券 -  1,989  

  递延政府资金 148,231   202,518  
  预提负债 241,310   173,028  

  衍生金融工具 31,327   11,978  

  流动税项负债 11,044   26,044  

流动总负债 6,335,178   4,764,074  

总负债 13,145,088   11,140,416  

权益及负债合计 40,475,723   37,458,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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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以下日期止三个月 

 2022 年 6 月 30 日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核)  (未经审核) 

经营活动:    

  季内利润 629,073   569,161  

  折旧及摊销 557,339   533,828  

  应占联营与合营企业损益 (34,823)   (16,388)  

  营运资金的变动及其它 970,900   506,369  

经营活动所得现金净额 2,122,489   1,592,970  

    
投资活动:    

  取得以公允价值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付款 (59,659)   (301,435)  

  出售以公允价值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所得款项 60,761   57,039  

  取得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付款 (2,907,125)   (3,856,630)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到期的所得款项 3,212,641   861,932  

  对不动产、厂房及设备的付款 (1,009,494)   (1,013,928)  

  出售不动产、厂房及设备及归类为持作待售资产 

    的所得款项 

17,794   18,580  

  对无形资产的付款 (2,003)   (4,086)  

  出售土地使用权的所得款项净额 6,325   - 

  对联营公司的注资 (24,166)   (26,656)  

  出售合营及联营企业的所得款项 8,842   3,757  

  收取联营企业的分派 290   - 

  解除有关投资活动的受限制现金的所得款项 14,656   18,644  

  结算衍生金融工具的付款 -  (23,477)  

投资活动所用现金净额 (681,138)   (4,266,260)  

    

融资活动:    

  借款所得款项 969,516   712,973  

  偿还借款 (124,461)   (543,113)  

  租赁负债本金部分的付款 (27,194)   (27,135)  

  偿还中期票据 -  (238,042)  

  股份回购支付款项 (17,188)   - 

  行使雇员认股权所得款项 1,024   245  

  自非控制性权益资本注资 427,686   245,100  

  结算衍生金融工具的付款 11,583   38,387  

  有关融资活动押金的付款 (12,817)   - 

融资活动所得现金净额 1,228,149   188,415  

    

汇率变动对以外币持有现金结余的影响 (134,913)   3,03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增加/(减少)净额 2,534,587   (2,481,838)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6,099,908   8,581,746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8,634,495   6,099,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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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会命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联席公司秘书 / 董事会秘书 

郭光莉 

 
中国上海，2022年8月11日 

 

于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分别为： 

 

执行董事 

高永岗 

 

非执行董事 

鲁国庆 

陈山枝 

黄登山 

任凯 

 

独立非执行董事 

刘遵义 

范仁达 

刘明 

吴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