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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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ZTE CORPORATION 

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63）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列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深圳證券交易所網站發布的《安永

華明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關於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股份購買資產

並募集配套資金一次反饋意見中有關財務事項的專項說明》，僅供參閱。 

 

 

 

承董事會命  

  李自學 

 董事長 

 

深圳，中國 

二零二一年三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三位執行董事：李自學、徐子陽、顧軍營；三位非執行董

事：李步青、諸為民、方榕；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蔡曼莉、吳君棟、莊堅勝。 

 



1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一次反馈意见中有关财务事项的专项说明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本所”或“安永”）

接受委托，审计了深圳市中兴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中兴微

电子”）的财务报表，包括 2018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12月 31日、2020年 6月 30日

及 2020 年 9月 30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18 年度、2019 年度、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期间及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九个月期间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所

有者权益变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

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并于 2020年 11月 11日及 2021年 3月 5日分别出具了报告

号为安永华明（2020）审字第 61113524_H03 号和报告号为安永华明（2021）审字第

61113524_H01号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本所以对上述中兴微电子财务报表执行的审计工作为依据，针对中兴通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兴通讯”或“公司”）收到的贵会发出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编号 203568 号）中问题 4、5、9涉及的需要会计师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的相关问题，向贵会回复如下（请见附件）。 

 

附件：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中兴通讯对反馈意见中提到需由

会计师进行说明的问题所作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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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一次反馈意见中有关财务事项的专项说明（续） 

 

 

本回复仅供贵会审核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作任何其他用途使用。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李剑光 

 

 

 

 

 中国注册会计师： 马  婧 

 

 

 

中国  北京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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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中兴通讯对反馈意见中提到需由会计

师进行说明的问题所作的回复 

 

 

 

 

 

 

 

 

 

 

 

  问题 4、申请文件显示，2020 年 1-6 月，中兴微电子销售收入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报告期内毛利率分别为 26.08%、32.66%和 18.95%，波动较大。请你公司结合同行业可

比公司和市场情况，以及收入确认和成本结转情况，补充披露：2020 年 1-6 月中兴微

电子收入大幅增长及报告期毛利率波动较大的原因。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2020 年 1-6 月中兴微电子收入大幅增长及报告期毛利率波动较大的原因

（一）2020 年 1-6 月中兴微电子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

  上市公司已于报告书“第九节”之“五、标的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盈利能力分析” 
之“（一）营业收入分析”补充披露如下：

  2020 年上半年，中兴微电子营业收入大幅增长，主要系向中兴通讯销售的 5G 芯片

大幅增长。中兴微电子主要为中兴通讯的通信设备产品提供配套芯片，2020 年我国进入

5G 规模建设期，国内三大运营商加快 5G 建设步伐，先后于 2020 年 3 月、4 月完成 5G

二期通信设备集采招标，中兴通讯中标相关集采，对上游的中兴微电子 5G 芯片采购需

求相应大幅增长，带动中兴微电子上半年营业收入大幅增长。

  中兴微电子以验收时点进行收入确认，与同行业企业之间不存在差异。A 股同行业

企业不存在下游以通信设备市场为主的可比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公开资料显示同样处于

5G 设备产业链，从事光模块业务，且下游主要客户之一为中兴通讯的上市公司新易盛 
（300502.SZ），2020 年 1-9 月营业收入同比增长86.38%，业绩增幅与中兴微电子类似。

（二）报告期毛利率波动较大的原因

  上市公司已于报告书“第九节”之“五、标的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盈利能力分析” 
之“（三）毛利及毛利率分析”补充披露如下：

  报告期内，中兴微电子的营业毛利分别为 13.53 亿元、16.34 亿元和 18.97 亿元，

毛利率分别为 26.08%、32.66%和 24.23%。

  报告期内，中兴微电子的营业毛利随着营收规模的扩大而相应增长，毛利率受各年

销售结构及经营策略等因素影响呈现一定波动，总体保持在 30%左右，整体处于行业合

理区间内，A 股集成电路设计同行业企业毛利率水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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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2020年1-9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兆易创新 40.67% 40.52% 38.25% 

韦尔股份 30.46% 27.39% 23.41% 

北京君正 25.45% 39.78% 39.86% 

平均值 32.19% 35.90% 33.84% 

中兴微电子 24.23% 32.66% 26.08% 

注：以上数据为根据各公司定期报告中相应数据整理得出。 

2018 年度，中兴微电子毛利率较低，主要系本年度中兴微电子销售了部分芯片方

案，方案配套外购软件，毛利率相对低于芯片主产品，拉低整体毛利率。2019 年度，中

兴微电子缩减芯片方案业务，聚焦芯片主产品，整体毛利率回升至 30%以上。2020年 1-

9月，中兴微电子毛利率下降幅度较大，主要系大力推进新基建背景下，2020 年上半年

国内三大运营商较预期加快 5G 建设步伐，为把握 5G 商用机遇，2020 年上半年中兴微

电子向上游晶圆代工厂等供应商加急采购，采购价格上升较多，导致毛利率仅有 18.95%；

随着 2020 年第三季度中兴微电子向上游晶圆代工厂等供应商采购周期恢复正常等因素

影响，采购价格回落，毛利率水平恢复。 

在成本结转方面，中兴微电子销售商品时，按月末加权平均法计算确定产成品的出

库单价，在确认销售收入时按已销售产品情况同步结转相应的营业成本，与同行业集成

电路设计企业之间不存在重大差异。 

 

【会计师核查意见】 

基于我们对 2018 年度、2019 年度、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期间及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九个月期间的标的公司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执行的审计工

作，我们认为上述公司回复中对营业收入和毛利率的说明与我们在财务报表审计中了解

到的情况一致，标的公司关于收入确认和成本结转的会计处理在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相关规定。 

 

问题 5、申请文件显示，报告期内，中兴微电子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分别为

2,132.66 万元、-611.74 万元、872.24 万元，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存货跌价准备计提

和转回的原因和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和转回的原因和合理性 

上市公司已于报告书“第九节”之“四、标的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财务状况分析”

之“（一）主要资产负债构成”补充披露如下： 

2018 年末、2019 年末和 2020 年 9月末，中兴微电子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分别为

2,132.66万元、-611.74万元、1,197.5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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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兴微电子存货跌价准备计提较多主要系中兴通讯 2018年 5月 9日发布

的《关于重大事项进展公告》所述中兴通讯主要经营活动无法进行事项导致的，中兴微

电子在当年末相应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相对较大。2019 年，中兴通讯生产经

营全面恢复，受影响产品部分实现对外销售，存货跌价准备相应减少。 

 

【会计师核查意见】 

基于我们对 2018 年度、2019 年度、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期间及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九个月期间的标的公司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执行的审计工

作，我们认为标的公司关于报告期内存货跌价准备的会计处理与标的公司会计政策相符

且在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问题 9、申请文件显示，中兴微电子报告期内客户、供应商集中度较高，关联采购

和销售的金额较大。请你公司：1）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补充披露中兴微电子客户、

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原因，是否符合行业惯例。2）补充披露中兴微电子与上市公司发

生关联交易的原因，是否对上市公司存在较大的依赖，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交易价格的

公允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补充披露中兴微电子客户、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原因，

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一）中兴微电子客户集中度较高的原因 

上市公司已于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五、标的公司主营业务发展

情况”之“（四）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情况”补充披露如下： 

报告期内，中兴微电子销售收入主要来自于芯片产品及技术服务，2018年、2019年、

2020年 1-9月，中兴微电子芯片产品及技术服务销售收入分别为 51.84 亿元、50.04亿

元和 78.29 亿元；向前五名客户合计的销售金额占比分别为 93.27%、96.62%和 98.94%。 

报告期内，中兴微电子向中兴通讯（含子公司）销售收入占比分别为 88.82%、88.35%

和 94.39%，占比较高，是中兴微电子客户集中度较高的主要原因。中兴微电子的客户以

中兴通讯（含子公司）为主具有商业合理性，符合行业惯例，具体如下： 

1、中兴微电子对中兴通讯销售收入集中度较高是由所在下游通信行业集中度较高

特点决定 

全球范围内主要有四大通信设备商，呈现高度集中格局。芯片是通信设备核心组成

部件之一，主要通信设备商均有其长期稳定芯片合作厂商，而通信设备核心芯片厂商也

一般专注服务核心客户，形成紧密合作关系、股权关系，因此会呈现单一客户占比相对

较高的行业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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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为保持领先优势，在芯片核心技术方面持续加大投入。中兴微电子作为公司控

股子公司，是公司从事芯片设计、开发的经营主体。中兴微电子核心芯片技术和产品为

公司通信业务整体竞争力提供重要保障，对公司销售收入集中度较高，符合通信行业特

点。 

2、中兴微电子抓住通信技术迭代机遇，现阶段集中精力发展通信类芯片，对中兴

通讯销售收入占比较高 

中兴微电子自主研发并成功商用芯片达到 100 多种，覆盖通信网络“接入、承载、

终端”领域。随着全球移动通信技术由 4G 向 5G 演进，当前全球处于 5G 商用网络建设

及行业应用加速发展的阶段，为把握 5G 市场的历史发展机遇，中兴微电子集中精力发

展通信芯片，包括 5G 关键芯片，因此报告期内主要面向中兴通讯销售，对其他客户开

发较少。 

综上，中兴微电子对客户集中度较高是由所在下游通信行业特点及现阶段的经营策

略决定，符合行业惯例。 

（二）中兴微电子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原因 

上市公司已于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五、标的公司主营业务发展

情况”之“（五）主要产品的原材料和能源及其供应情况”补充披露如下： 

中兴微电子采购内容主要包括晶圆、封装测试等。2018 年、2019 年、2020 年 1-9

月，中兴微电子采购总额分别为 43.45 亿元、44.96 亿元和 91.17 亿元；其中，向前五

名供应商合计的采购金额占比分别为 81.54%、68.00%和 84.48%。 

中兴微电子从事集成电路设计业务，采用 Fabless模式。报告期内，中兴微电子供

应商集中度较高主要受上游行业集中度较高的特点所致，符合行业惯例。 

由于半导体制造更新换代周期较快，技术门槛较高，同时投入成本巨大，导致上游

全球晶圆代工厂集中度高，前 10名市场占有率超过 90%。在此背景下，采用 Fabless 模

式的集成电路设计公司普遍具有供应商集中度高的特点，中兴微电子与同行业可比公司

前五大供应商采购占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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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2019年度 2018年度 

兆易创新 82.21% 84.37% 

韦尔股份 57.77% 46.51% 

北京君正 83.08% 68.78% 

平均值 74.35% 66.55% 

中兴微电子 68.00% 81.54% 

注：以上数据为根据各公司定期报告中相应数据整理得出。 

如上表所示，中兴微电子对供应商集中度较高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

符合行业惯例。 

二、补充披露中兴微电子与上市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原因，是否对上市公司存在较

大的依赖，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上市公司已于报告书“第十一节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之“一、关联交易”之“（一）

本次交易前，标的公司的关联交易情况”补充披露如下： 

8、中兴微电子与上市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原因、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交易价格的

公允性 

报告期内，中兴微电子与上市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包括向中兴通讯及其子公司

销售芯片、采购软硬件材料，以及与中兴通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存款业务，上述业务

发生的原因、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交易价格的公允性如下： 

（1）中兴微电子与上市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原因及必要性 

中兴通讯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满意的 ICT 产品及解决方案，集“设计、开发、生产、

销售、服务”等一体。根据整体业务布局，中兴通讯成立各分子公司开展各环节业务，

并通过内部全产业链协同，实现产品和服务的对外整体交付。中兴微电子作为上市公司

控股子公司，是上市公司从事芯片设计、开发的经营主体，与上市公司及其他子公司发

生关联交易，一方面系由于下游行业集中度较高的特点，另一方面系中兴通讯整体业务

发展布局、供应链及资金链集中管理，提高经营效率需求所致，总体具有商业合理性和

必要性。中兴微电子作为国内领先的芯片设计开发企业之一，本身具有独立市场化能力，

同时与上市公司保持协同发展，呈现相辅相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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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兴微电子与上市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中兴微电子与上市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具备公允性。关联销售方面，根据中兴微

电子与上市公司签署的芯片关联交易定价方案，中兴微电子向上市公司销售的定价原

则按芯片是否存在同类产品市场价格分为参考市场价格进行定价或采取成本加成的定

价原则，成本加成率参考行业平均盈利水平；关联采购方面，根据中兴微电子与中兴

康讯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采购的定价采取集团内部一致的成本加成原则；关联存款

方面，中兴微电子的存款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利率计息并取得利息收入。 

中兴微电子关联采购及关联销售均保持公允性，中兴微电子销售毛利率水平在 30%

左右，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明显差异（同行业毛利率水平参见前述关于报告期内

毛利率相关分析），与此同时，中兴微电子与中兴通讯整体毛利率水平也不存在重大差

异，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2020年1-9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中兴通讯整体毛利率 32.14% 37.17% 32.91% 

中兴微电子毛利率 24.23% 32.66% 26.08% 

综上，中兴微电子与上市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具有必要性，交易价格具备公允性。 

【会计师核查意见】 

基于我们对 2018年度、2019 年度、截至 2020 年 6月 30 日止六个月期间及截至 2020年

9 月 30 日止九个月期间的标的公司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执行的审计工作，我们

认为：（1）上述回复中引用的标的公司报告期内关联方销售和采购交易、定价依据与我

们对标的公司财务报表执行审计过程中取得的会计资料以及了解的信息一致；（2）上述

回复中关于中兴微电子客户、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原因与我们了解的信息基本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