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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联芯科技增资辰芯科技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第七届第二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联芯科技增资辰芯科技的议

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现将该议案提请本次

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2018年 5月 10 日，公司第七届第二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

联芯科技增资辰芯科技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联芯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联芯科技”）以部分资产合计作价 265,714,345.15 元与电信科

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信科研院”）和大唐联诚信息系统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联诚”）共同对辰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辰

芯科技”）增资，并签署增资及业务转移、业务合作、知识产权许可使用等相

关协议。 

（二）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交易对方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大唐联诚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份。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上市公司的关联

交易。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未发生共同投资类

的关联交易，发生的涉及技术授权的关联交易未达到 3000万元以上。 

（三）本次增资参股及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交易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联芯科技是公司间接持股 100%的下属企业。交易对方电信科学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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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大

唐联诚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份。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持有

公司 17.15%股权，并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间接

持有公司 16.79%股权。 

（二）投资协议主体基本情况 

1、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号一区 

法定代表人：童国华 

注册资本：78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通信设备、电子计算机及外部设备、电子软件、广播电视设备、

光纤及光电缆、电子元器件、其他电子设备、仪器仪表的开发、生产、销售；

系统集成（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除外）、通信、网络、电子商务、信息安全、

广播电视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小区及写字楼物业管理；供暖、绿化服务；

花木租赁；房屋维修、家居装饰；房产租售咨询；物业管理咨询；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交流；百货、机械电子设备、建筑材料、五金交电销售。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2017 年末资产总额 38,798,214,905.57 元，净

资产 18,631,569,409.47 元。2017 年度收入 19,167,019,028.62 元，净利润

-2,812,905,995.13 元。 

2、大唐联诚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 

法定代表人：刘欣 

注册资本：43,279.283849 万元 

经营范围：微电子、集成电路技术开发；开展通信、网络、信息等相关的



- 5 - 

技术研究、产品开发及产品销售；提供自主开发及系统综合集成解决方案；从

事相关的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工程建设；进出口业务。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2017年末资产总额 681,112,430.43元，净资产

155,243,508.48元。2017年度收入 81,930,314.94元，净利润-341,054,369.16

元。 

3、联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明月路 1258号 

法定代表人：钱国良 

注册资本：37,038.4615 万元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通信设备、集成电路专业领域内的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技术承包、技术入股、

技术中介，电子产品、通信设备、集成电路专业领域的产品研发、生产，电子

产品、计算机软硬件、通信设备、集成电路的销售，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

出口业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2017年末资产总额 1,767,833,907.14 元，净资

产 35,533,422.32 元 。 2017 年 度 收 入 452,358,254.81 元 ， 净 利 润

-700,758,886.62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辰芯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全

资子企业。成立于 2017 年 3 月 8 日；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明月路 1258号 3 幢第 4层 A406室；法定代表人：吕东风；注册资本：10,000

万元；经营范围：电子科技、计算机科技、通信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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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

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截至 2017年 6 月 30日,辰芯科技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 元）： 

营业总收入 - 

净利润 -77,922.55 

资产总额 99,922,077.45 

净资产总额 99,922,077.45 

注：上述数据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上海旭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旭升会

审字【2017】第 160 号）。 

根据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辰芯科技有

限公司拟引进投资者所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东洲评报字【2017】

第 0979号），以 2017 年 6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辰芯

科技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99,922,077.45 元。 

根据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

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第 ZG24364号），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

97,603,901.42 元，资产净额 89,506,567.38 元； 2017 年度营业收入

18,034,048.64元，净利润-10,493,432.62 元。 

（二）增资方式 

1、联芯科技以部分设备、开发支出及其他无形资产对辰芯科技增资。截

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上述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235,205,174.70 元。其中设备

共计 196台（套），账面原值 78,503,246.39 元，账面净值 32,395,097.29 元；

开发支出共计 1 项，账面值 4,249,502.09 元；其他无形资产系支持特种通信

和行业市场应用芯片和解决方案专有技术所有权（包括相关业务）以及 93 项

专利所有权，账面净值合计 198,560,575.32 元。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联芯科技有限公司拟以部分资产

对辰芯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所涉及的部分资产评估报告》（东洲评报字【2017】

第 0953号），以 2017 年 6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对设备采用重置成本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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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有技术、开发支出及相关专利采用收益法，联芯科技拟出资的资产于评估基

准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260,081,625.00 元（不含增值税），以含税金额

265,714,345.15元作为出资金额。 

拟出资资产的账面价值和评估结果对比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固定资产-设备      3,239.51      3,408.16   168.65 5.21 

无形资产及开发支出     20,281.01      22,600.00    2,318.99 11.43 

合计      23,520.52     26,008.16   2,487.64 10.58 

 

联芯科技拟出资的上述资产产权清晰，未设定抵押或质押及其他限制转让

的情况，不涉及诉讼或仲裁、查封或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

其他情况。 

本次增资完成后，联芯科技对辰芯科技的持股比例为 32.57%。 

2、电信科研院以现金形式对辰芯科技增资 30,000万元,本期出资完成后，

电信科研院累计出资 40,000 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电信科研院对辰芯科技

的持股比例为 49.04%。电信科研院仍对辰芯科技合并报表。 

3、大唐联诚以现金形式对辰芯科技增资 15,000 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

大唐联诚对辰芯科技的持股比例为 18.39%。 

四、相关协议的其他主要内容 

（一）出资 

各方应尽最大努力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九十（90）个自然日内完成全部新

增注册资本的实缴出资。 

（二）公司治理结构 

董事会由 5名董事组成，电信科研院推荐 2名，联芯科技推荐 1名，大唐

联诚推荐 1名，职工董事 1名，董事长由电信科研院推荐的董事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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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电信科研院推荐 1名，联芯科技推荐 1名，职工

监事 1名，监事会主席由全体监事选举产生。 

（三）辰芯科技未来与公司业务划分 

1、本次增资后，辰芯科技将继承和发展各方重组注入的面向特定行业领

域的通信芯片及解决方案业务，各方之间应做好重组后的业务布局和规划，辰

芯科技保证未来业务拓展与本次重组后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现有业务不竞争。 

2、如果未来各方重新进行业务的规划重组，则公司在同等交易条件下对

本次注入业务有优先购买权。 

（四）业务转移 

联芯科技将把与拟出资资产在特定行业领域的业务合同、资产、人员转移

至辰芯科技。 

（五）技术授权 

就本次交易中对辰芯科技经营相关业务所必要的多制式基带通信技术，联

芯科技授权许可辰芯科技使用，收取授权费 1500 万元，并按未来业务模式的

不同收取 4%、5%或 10%的提成费。 

（六）协议生效及违约责任 

协议自签署之日起成立，并于各方均履行完毕内部决策程序并作出批准本

次增资的决议之日起生效。 

一旦发生违约行为，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并赔偿因其违约而

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且支付违约金的行为并不影响守约方要求违约方继续履

行合同或解除本协议的权利。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通过增资辰芯科技，有利于公司及联芯科技盘活现有无形资产、降低经营

风险和压力。 

项目实施后，预计拟出资部分资产估值与当期资产净值间的溢价给公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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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芯科技带来收益约 7100万元，同时获取技术授权收益 1500万元，以及未来

通过业务提成模式获得收益。后续公司将按权益法对该笔投资进行核算。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风险：芯片设计产业市场竞争激烈，投入高、周期长，辰芯科技能否实现

盈利预期存在一定风险。 

对策：辰芯科技业务将集中在特定行业领域，合资各方将促使辰芯科技加

强在相关领域的产业布局和市场开拓，把握细分领域行业发展与器件国产化需

求带来的机遇，提升自身技术水平，提高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第二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在审

议上述关联交易时，4名关联董事回避，有表决权的 3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该关联交易事项。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并在董事会上发表

了独立意见，公司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进行了书面审核。 

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参考评估结果确定关联交易价格，未发现评

估机构与委估方和委估资产存在特殊利害关系。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的业务

范围，以市场公允价格作为交易原则，没有出现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

是必要的和合法的。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

人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和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将放弃行

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八、备查文件 

（一）独立董事意见 

（二）资产评估报告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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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5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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