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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朗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参股公司增资优先认购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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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概述 

经浙江朗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 8月 15日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通过，公司以现金支付方式收购青岛海丝民和股权投

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所持有的甬矽电子（宁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甬

矽电子”或“标的公司”）10.94%股权，共计 2,900 万股，受让金额为 9,860

万元，目前正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具体内容详见公告 2019-033。 

近日公司收到甬矽电子发来的《关于本次增资方案部分股东放弃优先认购权

的事宜》的函件，甬矽电子拟新增股份数 2,650 万股，每股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3.40 元，对应新增注册资本 2,650 万元，超出部分 6,360 万元计入标的公司资

本公积。其中，苏州疌泉致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 1000 万股股

份，增资认购对价为人民币 3,400万元，1,000万元计入标的公司注册资本，2,400

万元计入标的公司资本公积；厦门联和集成电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认购 300万股股份，增资认购对价为人民币 1,020万元，300万元计入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720万元计入标的公司资本公积；中意宁波生态园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认购 300万股股份，增资认购对价为人民币 1,020万元，300万元计入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720万元计入标的公司资本公积；宁波鲸益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 1,050 万股股份，增资认购对价为人民币 3,570 万元，

1,050万元计入标的公司注册资本，2,520万元计入标的公司资本公积。 

2019 年 9月 1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放弃参股公司增资优先认购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放弃甬

矽电子本次增资优先认购权。 



本次增资完成后，标的公司注册资本将由 26,500万元增加至 29,150万元，

公司持有标的公司股份仍为 2,900 万股，持股比例将由 10.94%调整至 9.95%。 

本公司与甬矽电子本次增资各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放弃甬矽电子增资

优先认购权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

法律障碍。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交易事项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增资方的基本情况 

（一）苏州疌泉致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1UYHED37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 183 号 19 栋 3 楼 301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苏州致芯方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派代

表 刘越） 

成立日期：2018 年 01 月 25 日 

合伙期限： 2018 年 01 月 25 日至 2029 年 12 月 31 日 

经营范围：从事非证券股权投资。 

（二）厦门联和集成电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MA31JY0L1T 

类型： 非法人商事主体【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象屿路 97 号厦门国际航运

中心 D栋 8层 03单元 G（该住所仅限作为商事主体法律文书送达地址） 

执行事务合伙人：厦门市联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黄

火表）  

认缴出资额：伍亿壹仟伍佰壹拾捌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8年 03月 23日 

合伙期限： 自 2018年 03 月 23日至 2025年 03月 22日 

经营范围：商事主体的经营范围、经营场所、投资人信息、年报信息和监

管 信 息 等 请 至 厦 门 商 事 主 体 登 记 及 信 用 公 示 平 台 （ 网 址 ：

www.xiamencredit.gov.cn）查询。经营范围中涉及许可审批经营项目的，



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三）中意宁波生态园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1MA281MUQ74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余姚市中意宁波生态园兴滨路 28 号 

法定代表人：包国强 

注册资本： 2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年 03月 18日 

经营期限：2016年 03月 18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

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园区配套开发建设与运行；室内建筑装饰装潢；物业管理；基础设施建设；

新农村建设；房屋拆除；安置房建设；土地开发；土地平整；工程建设咨

询服务及建设管理；招商引资服务；企业管理服务；金属材料、轻纺原料、

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塑料制品、机电设备、电

子产品、建筑材料的批发、零售；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

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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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宁波鲸益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1MA2GRCM48X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余姚市中意生态园兴舜路 22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包宇君 

成立日期：2019 年 06 月 19 日 

合伙期限： 2019 年 06 月 19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工商信息 

名称：甬矽电子（宁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0MA2AFL8H97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王顺波 

注册资本：人民币 26,500 万元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中意宁波生态园兴舜路 22 号 

成立日期：2017 年 11 月 13 日 

营业期限：2017 年 11 月 13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电子仪器、半导体的生产、研发、测试、

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封装及其测试设备、模具的

生产、研发；计算机软硬件设计、研发；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

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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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要财务状况（数据未经审计）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52,623.10 万元，负债总额 32,004.93 万元，

净资产 20,618.17 万元，2018 年营业收入 5,608.37 万元，净利润-1,366.18 万元。 

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总资产 58,177.27 万元，负债总额 38,431.10 万元，

净资产 19,746.17 万元，2019 年 1-6 月营业收入 11,648.21 万元，净利润-871.99

万元。 

（三）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前，甬矽电子的股权结构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浙江甬顺芯电子有限公司 8,821 33.29% 

2 海宁齐鑫炜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00 12.45% 

3 浙江朗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900 10.94% 

4 王顺波 2,185 8.25% 

5 中意宁波生态园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979 7.47% 



6 宁波鲸芯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15 6.85% 

7 青岛海丝民和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1,500 5.66% 

8 宁波甬鲸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00 4.53% 

9 宁波鲸舜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 3.77% 

10 宁波燕园姚商产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 1.89% 

11 宁波鲸益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00 4.91% 

合计 26,500 100% 

注:上表持股比例存在尾差系四舍五入造成。 

本次增资完成后，甬矽电子的股权结构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浙江甬顺芯电子有限公司 8,821 30.26% 

2 海宁齐鑫炜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00 11.32% 

3 浙江朗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900 9.95% 

4 王顺波 2,185 7.50% 

5 中意宁波生态园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279 7.82% 

6 宁波鲸芯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15 6.23% 

7 青岛海丝民和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1,500 5.15% 

8 宁波甬鲸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00 4.12% 

9 宁波鲸舜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 3.43% 

10 宁波鲸益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50 8.06% 

11 宁波燕园姚商产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 1.72% 

12 苏州疌泉致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 3.43% 

13 厦门联和集成电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00 1.03% 



合计 29,150 100% 

注:上表持股比例存在尾差系四舍五入造成。 

 

四、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同意放弃甬矽电子本次增资优先认购权是综合考虑了公司整体经营发

展情况及规划和甬矽电子经营现状而作出的谨慎决策，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

要求。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持有甬矽电子 10.94%股权。在上述增资事项完成后，

本公司将持有甬矽电子 9.95%股权，仍为甬矽电子第三大股东。公司放弃本次甬

矽电子增资优先认购权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

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认真核查，公司本次放弃增资优先认购权，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和持续经

营能力不会产生不利影响。公司董事会已就本次放弃增资优先认购权事项履行了

相关的审批程序，会议的召开、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放弃增资优先认购权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放弃对甬矽电子本次增资优先认购权。 

 

六、风险提示 

本次增资事项已经甬矽电子 2019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但尚需

与各增资方及股东签订增资协议，并向有关政府部门办理申报备案登记等手续，

增资实施结果和完成时间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朗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9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