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123         证券简称：亚光科技         公告编号：2019-086 

 

亚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联合组建长沙新一代半导体研究院的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协议仅为意向框架性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的约定，

双方能否就框架协议所涉及的合作事项后续签署实质性协议并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2、因本协议是框架性协议，对公司 2019 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等经营业绩不会产生

重大影响。 

3、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情况如下： 

序

号 
披露日期 协议名称 协议内容 进展情况 

1 
2018年2

月6日 

组建集成电路产

业并购基金的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2

月6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组建集成电路产

业并购基金的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12 

相关合作事项

正在推进中 

2 
2018年2

月6日 

益阳市创新投资

产业基金（有限

合伙）合作框架

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2

月6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签订益阳市创新

投资产业基金 （有限合伙）

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013 

相关合作事项

正在推进中 

3 
2018年7

月3日 

共建中国芯应用

创新中心战略合

作备忘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7

月3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签署合作备忘录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7 

正在争取政府

相关政策支持 

4 
2019年1

月16日 

与湖南省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签订

战略合作框架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

月16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已完成通过股

权转让引入湖

南资产管理有



  

议 )上的《关于与湖南省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02 

限公司成为公

司第四大股东，

其他相关合作

事宜正在推进

中 

5 
2019年5

月5日 

与境外某特殊公

司签署意向订单

谅解备忘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5

月5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与境外公司签订

大额意向订单谅解备忘录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050 

相关合作事项

正在推进中 

 

亚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亚光科技”或“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 8票赞成， 0票弃权， 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

过了《关于签订联合组建长沙新一代半导体研究院的合作协议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亚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满足其业务拓展和战略发展的需要，拟与湖南天玥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湖南天玥”）共同组建长沙新一代半导体研究院（以下简称“研

究院”，具体以相关主管部门最终核定的名称为准）。 

 

一、协议的基本情况 

（一）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双方一致同意，在省、市、区各级政府指导下，联合清华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等 20余家科研院校、龙头企业，依托长沙新一代半导体

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研究院有限公司”），共同组建长沙新一代半导体研究院，并于

2019 年 7月 7日签订了《关于联合组建长沙新一代半导体研究院的合作协议》。 

（二）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天玥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智勇 

注册资本金：1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长沙市望城区月亮岛街道月亮岛社区月亮岛展示中心三楼 

经营范围：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能源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服务;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

信息电子技术服务;LED 照明技术的研发;材料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科技信息咨询服务;科技

中介服务;科技项目代理服务;项目孵化;企业孵化;众创空间的建设、运营和管理;企业管理咨



  

询服务;企业财务咨询服务(不含金融、证券、期货咨询);高新技术创业服务;软件技术服务;

培训活动的组织;物业管理;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房屋租赁;场地租赁;自建房屋的销售;自有

厂房租赁;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关联关系说明及审批决策程序 

上述合作方及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签订本协议后若涉及具体投资金额，公司将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 

 

二、 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研究院的基本要素 

1、性质定位 

研究院是由湖南天玥会同国内外新一代半导体产业核心企业、科研院所以及相关社会机

构联合依法成立的科研创新机构。 

研究院聚焦以第三代半导体为核心的新一代半导体核心技术设备以及应用产业创新发展，

重点在联合研发新一代半导体材料和器件的基础上，着力推进新一代半导体应用和智能制造

的全链条科技创新和产业孵化，联合引进国内外具有技术和产业优势的大学、科研机构以及

产业链龙头企业，针对新一代半导体核心技术设备和工艺发展的共性支撑技术以及重大现实

问题，开展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应用创新，并探索解决核心技术转移转化和产业发展的模

式途径，逐步建成国际先进、国内领先的新一代半导体科研创新中心。 

2、主要目标 

2025 年前，逐步导入建立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院士工作站等科技创新与服务

平台 5-10 家，孵化具有一定规模的新一代半导体成果、项目约 50 项，制定具有影响力的标

准规范约 10项，申请专利约 100项。 

3、总体架构 

研究院设立战略指导委员会、产业发展委员会和技术创新委员会，依托研究院有限公司

日常运营。 

研究院下设技术先创、产业创新、产业先导、产业服务四类机构。其中，技术先创机构

由产业链企业根据自身创新发展需求主导建立；产业创新机构主要由科研院所、龙头企业和

研究院有限公司合作组建；产业先导机构在各级政府支持下，研究院所有合作单位共同参与

建设；产业服务机构由研究院有限公司根据研究院发展和运行需要设立。 

4、管理运营 

战略指导委员会、产业发展委员会和技术创新委员会负责对研究院内部重大事项进行指



  

导和决策。研究院有限公司承担研究院的外联、投资运营、成果转移转化和市场推广及日常

运营服务。技术先创机构由主建单位负责运营；产业创新机构由合作组建单位按照市场化原

则组织运营；产业先导机构和产业服务机构由研究院有限公司组织运营。 

研究院以市场化机制运行，研究院中创新团队和众创机构采取独立财务主体运行和管理。

针对各研究机构形成的技术及产品成果，研究院有限公司整合人才、资本、市场等系列资源，

开展产品规划、产业孵化以及项目投资落实。 

（二）任务分工 

甲乙双方共同筹建研究院。甲方全力支持、积极配合，提供筹建所需相关材料；乙方组

织指导研究院有限公司按照规定的流程和要求实施筹建，筹措研究院建设所需资金、场地、

设备、人员等。 

甲方参与组建研究院所属微波射频研究所聚焦聚焦 5G毫米波芯片、雷达、遥感、卫星等

关键核心器件及部分整机等研制生产。甲方是微波射频研究所雷达技术方向的科创核心。研

究所采取“院所统一规划、产业联合实施，财务独立核算、项目自主申报”的运营模式；乙

方提供标准化、规范化以及定制化产业和金融服务。 

甲乙双方共同建设柔性试验线，市场化、成体系打造研究院技术产业化综合试验平台。

甲方在区域内建设的研发生产设施设备纳入柔性试验线共享使用，为长沙新一代半导体产业

链创新机构和企业技术产业化提供制造、检测、试验等服务。乙方负责柔性试验线的统筹规

划，依托开放实验室补齐试验线缺失的设施设备并提供服务。 

甲乙双方共同建设展演示中心，以产品、设备、模型、展板、视频、生产现场监控等形

式展现长沙新一代半导体产业链建设成果。乙方牵头对展演示中心进行整体规划设计，为甲

方提供展位和共性基础设施设备；甲方参与展演示中心规划设计，并提供展品及技术支持。 

甲乙双方共同申报国家、军队和地方重大科研项目，以及国家和各级政府示范应用类集

成项目。甲方提出项目需求，开展并完成课题研究；乙方为甲方提供多渠道科研项目信息，

协调政府设立新一代半导体科研专题，协助配合甲方完成项目申报。 

甲乙双方联合推进甲方核心技术成果的产业转化。甲方负责相关核心技术知识产权的合

法授权转让；乙方提供知识产权交易、产业孵化、投融资等系列服务。 

甲乙双方共同开展高精尖科研创新机构建设，引进汇聚高端人才，设立院士工作站等高

端人才创新机构；乙方充分利用各级政府和研究院资源优势，为各类人才和团队提供扶持政

策落实、日常运营等体系化服务。 

甲乙双方联合建立人才交流培养基地。根据甲方及产业链人才培养需要，甲乙双方联合

高校在研究院设立博士、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和博士后流动站，共同为高校提供企业导



  

师，为甲方科研和管理人员提供非学历教育和专业技能培训；乙方协调地方政府资源提供场

地、设施设备、经费补贴等支撑，甲方提供实习场所，共同为教学、实践、实习等提供保障

条件。 

甲乙双方共同商定战略指导委员会、技术创新委员会、产业发展委员会组成人选。 

（三）科研成果的归属与分享 

甲方独立立项完成的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 

属研究院立项完成的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归研究院所有。 

共同申报的政府科研项目或借助研究院资源完成的科研项目，知识产权归研究院和甲方

共同所有，在研究院内实现知识产权共享。使用知识产权而取得的收益由双方协商确定，原

则上按照贡献大小确定分成比例。 

甲方及研究院参与方在科研教学领域可无偿使用研究院内所有共享的研究成果，但不得

用于商业用途。 

本协议为战略框架性协议,是双方今后长期合作的指导性文件,针对具体事项的合作模式

及安排，由双方后续另行签订具体协议予以明确。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有助于双方通过资源的整合与协同，充分发挥各自领域的优势，共同聚焦以第

三代半导体为核心的新一代半导体核心技术设备以及应用产业创新发展，实现互利共赢，既

有助于公司的产业发展，也有望实现较高的资本增值收益，从而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符合

全体股东的利益和公司发展战略。 

 

四、重大风险提示 

    1、本协议仅为意向框架性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的约定，

双方能否就框架协议所涉及的合作事项后续签署实质性协议并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2、本协议属于合作框架性协议，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公司控股股东湖南太阳鸟控股有限公司因出售益阳中海 100%股权获得亚光科技

25,306,366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到期日为 2019年 7月 29日。 

4、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情况如下： 

序

号 
披露日期 协议名称 协议内容 进展情况 



  

1 
2018年2

月6日 

组建集成电路产

业并购基金的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

年2月6日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关于组建集成电

路产业并购基金的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012 

相关合作事项

正在推进中 

2 
2018年2

月6日 

益阳市创新投资

产业基金（有限合

伙）合作框架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

年2月6日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关于签订益阳市

创新投资产业基金 （有限

合伙）合作框架协议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013 

相关合作事项

正在推进中 

3 
2018年7

月3日 

共建中国芯应用

创新中心战略合

作备忘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

年7月3日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关于签署合作备

忘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57 

正在争取政府

相关政策支持 

4 
2019年1

月16日 

与湖南省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签订

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

年1月16日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关于与湖南省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02 

已完成通过股

权转让引入湖

南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成为公

司第四大股东，

其他相关合作

事宜正在推进

中 

5 
2019年5

月5日 

与境外某特殊公

司签署意向订单

谅解备忘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

年5月5日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关于与境外公司

签订大额意向订单谅解备

忘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50 

相关合作事项

正在推进中 

 

五、后续进展情况披露 

公司在本次披露合作框架协议后，将根据协议涉及合作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要求

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关于联合组建长沙新一代半导体研究院的合作协议》 

2、《亚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亚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7月 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