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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981                                                 证券简称：中芯国际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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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信息

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三季度财务报表是否经审计 

□是 √否  

 

本报告财务数据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并呈列。 

 

前瞻性陈述的风险声明 

本报告可能载有（除历史数据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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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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基本情况 

(一) 管理层业绩评述 

中芯国际管理层评论说：“三季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31.7 亿元，出货量略有下降，但平均

销售单价因产品组合优化小幅上升，收入和上季度持平。由于外部需求下行，内部部分工厂进行

了岁修，同时折合八英寸月产能环比增长了 3.2 万片，产能利用率为 92.1%，较上季度下降了五

个百分点。综合上面各个因素，三季度毛利率为 39.2%，环比下降 0.2个百分点。 

 

四季度，受手机、消费领域需求疲弱，叠加部分客户需要缓冲时间解读美国出口管制新规而

带来的影响，营业收入预计环比下降 13%到 15%，毛利率在 30%到 32%之间。根据前三季度业绩和

四季度指引中值，公司全年营业收入预计在人民币 494 亿左右，同比增长约 38%，毛利率预计在

38%左右。全年资本支出计划从人民币 320.5 亿元上调为人民币 456.0 亿元。 

 

关于近期美国更新修订的出口管制规则，根据初步解读，该新规对公司的生产运营有不利影

响，公司与供应商保持密切沟通，对新规中一些概念的厘清以及对公司的影响评估工作仍在持续

进行中。 

 

结合当前宏观经济的走势和去库存的节奏，我们还未看到行业有复苏的迹象，由于这一次周

期叠加多重复杂的外部因素，调整持续时间可能更长。公司的发展在行业景气的时候离不开乘势

而为，在行业困难的时候更离不开坚持和耐心，我们对于公司中长期的发展依然充满信心。” 

 

附注： 

本报告“管理层业绩评述”与公司公告的香港《中芯国际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止三个月未经审核业绩公布》“管理层评

论”中财务数据的差异主要因汇率变动及会计准则差异所导致。 

 

(二) 2022年第四季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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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数据不包含汇

率变动的影响。本公司预期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下的指引为: 

 

 季度收入环比下降 13%至 15%。 

 毛利率介于 30%至 32%的范围内。 

 

(三) 资本开支概要 

2022年第三季度资本开支约人民币 124.7亿元。今年全年资本支出从约人民币 320.5 亿元上

调为人民币 456.0 亿元，主要是为了支付长交期设备提前下单的预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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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财务数据 

(一)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变动幅度

(%) 

年初至报告

期末 

年初至报告

期末比上年

同期增减变

动幅度(%) 

营业收入 13,171,314 41.9 37,763,559 4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37,737 51.1 9,389,507 2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2,799,375 101.0 7,970,809 11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不适用 不适用 31,159,743 12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0 53.8 1.19 28.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0 53.8 1.19 2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 
增加 0.5个

百分点 
7.8 

增加 0.7个

百分点 

研发投入合计 1,251,121 15.6 3,545,485 17.4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9.5 
减少 2.2个

百分点 
9.4 

减少 2.5个

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变动幅

度(%) 

总资产 297,002,911 229,932,806 2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32,803,805 109,198,772 21.6 

 

 
2022年第三季度 

（7-9月） 

2021年第三季度 

（7-9月）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变动幅度

(%)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8,065,253 5,929,536 36.0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率（%） 61.2 63.9 
减少 2.7个

百分点 

 

注:“本报告期”指本季度初至本季度末 3个月期间，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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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收入分析 

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 

以地区分类(1) 2022年第三季度

（7-9月） 

2022年第二季度

（4-6月） 

2021年第三季度 

（7-9月） 

中国内地及中国香港 69.6% 69.4% 66.7% 

北美洲 20.5% 18.9% 20.3% 

欧洲及亚洲
(2)
 9.9% 11.7% 13.0% 

 

附注： 

(1) 呈列之收入源于总部位于该地区，但最终出售产品予全球客户的公司。 

(2) 不包括中国内地及中国香港。 

 

以服务类型分类 2022年第三季度 

（7-9月） 

2022年第二季度 

（4-6月） 

2021年第三季度 

（7-9月） 

晶圆 92.5% 94.1% 93.9% 

其它 7.5% 5.9% 6.1% 

晶圆收入分析 

占晶圆收入比例 

以应用分类 2022年第三季度 

（7-9月） 

2022年第二季度 

（4-6月） 

2021年第三季度 

（7-9月） 

智能手机 26.0% 25.4% 31.5% 

智能家居 14.9% 16.2% 12.5% 

消费电子 23.3% 23.8% 24.1% 

其它 35.8% 34.6% 31.9% 

 

 

 

 

 

以尺寸分类 2022年第三季度 

（7-9月） 

2022年第二季度 

（4-6月） 

2021年第三季度 

（7-9月） 

8 英寸晶圆 31.6% 31.7% 34.9% 

12英寸晶圆 68.4% 68.3%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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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其他指标 

 2022年第三季度 

（7-9月） 

2022年第二季度 

（4-6月） 

2021年第三季度 

（7-9月） 

销售晶圆数量
(1)
（片） 1,797,671 1,886,530 1,719,743 

月产能
(2)
（片） 706,000 673,750 593,875 

产能利用率
(3)
 92.1% 97.1% 100.3% 

资本支出（人民币百万元） 12,471 11,067 6,988 

 
附注： 

(1) 约当 8 英寸晶圆的片数。 

(2) 期末月产能折算成 8 英寸晶圆的片数。 

(3) 产能利用率按约当产出晶圆总额除以估计季度产能计算。 

 

(三)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金额 

年初至报告

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57,386 145,324 无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

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

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40,634 1,593,876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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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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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

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

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

资收益 

-67,249 -108,497 

无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4,060 -4,454 无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21,957 242,042 该项为本集团按比例享有

的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投

资收益中归属于联营企业

及合营企业所持有金融资

产公允价值变动的金额。 

减：所得税影响额 19,937 13,855 无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54,575 435,738 无 

合计 338,362 1,418,698  

 

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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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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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境内外会计准则下会计数据差异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本报告期金额 
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3,137,737 9,389,507 132,803,805 109,198,772  

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调整的项目和金额： 

联营企业股权被动稀释
(1)
 - 76,948 - - 

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3,137,737 9,466,455 132,803,805 109,198,772 

 

附注： 

(1) 在企业会计准则下，联营及合营企业被动稀释产生的损益，应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并计入所有者权益。在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下，联营及合营企业被动稀释产生的损益，应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并计入当期损益。 

 

(五) 主要会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名称 变动比例（%） 主要原因 

营业收入 

-本报告期 
41.9 

主要是由于销售晶圆的产品组合变化、

价格调整及出货量增加所致。 

营业收入 

-年初至本报告期末 
4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本报告期 
5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本报告期 

1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年初至报告期末 

11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年初至报告期末 
120.4 

主要是由于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增加

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 

-本报告期 
53.8 

主要是由于归属于上市公司的股东净

利润增加所致。 稀释每股收益 

-本报告期 
53.8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本报告期 
36.0 

主要是由于销售晶圆的产品组合变化、

价格调整及出货量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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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股东信息 

(一) 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公司于香港已发行5,963,995,947股，约占本公司总股本75.3%，于上交所科创板已发行1,957,402,720股，约占本公司总股本24.7%。 

 

2.本公司香港股东名册由HKSCC NOMINEES LIMITED（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及其他登记股东组成，其中HKSCC NOMINEES LIMITED代非登记

股东持有股份约占本公司港股股份99.8%，其他登记股东持有股份约占本公司港股股份0.2%。 

 

3.根据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持有本公司5%或以上任何类别有投票权股份的权益的股东需要进行申报披露，公司根据申报披露信息，将HKSCC NOMINEES 

LIMITED所持股份数量分别剔除了大唐控股（香港）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港股1,116,852,595股及鑫芯（香港）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港股617,214,804股。 

 

4.A股股东性质按照中国结算A股股东名册中的持有人类别填报。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23,43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包含转融通借

出股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HKSCC NOMINEES LIMITED 未知 4,219,060,245 53.26 — — 未知 — 

大唐控股（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16,852,595 14.10 — — 无 — 

鑫芯（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17,214,804 7.79 — — 无 —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127,458,120 1.61 — — 无 —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2,470,855 0.91 — — 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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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上证科创板

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56,553,626 0.71 — — 无 —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6,416,605 0.46 — — 无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河创新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0,500,000 0.39 — — 无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国证半

导体芯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8,657,990 0.36 — — 无 — 

青岛聚源芯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26,599,833 0.34 — — 无 —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HKSCC NOMINEES LIMITED 4,219,060,245 境外上市外资股 4,219,060,245 

大唐控股（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1,116,852,595 境外上市外资股 1,116,852,595 

鑫芯（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617,214,804 境外上市外资股 617,214,804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 127,458,120 人民币普通股 127,458,120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72,470,855 人民币普通股 72,470,85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上证科创板 50成份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6,553,626 人民币普通股 56,553,626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36,416,605 人民币普通股 36,416,60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河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30,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5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8,657,990 人民币普通股 28,657,990 

青岛聚源芯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599,833 人民币普通股 26,599,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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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大唐控股（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为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鑫芯（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国家集成电路

基金”）的全资子公司；国家集成电路基金的董事楼宇光、杨鲁闽、唐雪峰、严剑秋、王文

莉同时担任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国家集成电路基金 II”）的

董事；监事林桂凤、李洪影、宋颖同时担任国家集成电路基金 II的监事；董事范冰同时担

任国家集成电路基金 II的监事；华芯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根据各自的委

托管理协议分别对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国家集成电路基金 II进行管理；国家集成电路基金

和国家集成电路基金 II有部分相同股东。 

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股东参与融资融券及转融

通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 A 股股东不存在参与融资融券的情况。此外，公司未知悉上述 A 股股东是否参与转融

通业务。 

 

(二) 其他提醒事项 

需提醒投资者关注的关于公司报告期经营情况的其他重要信息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