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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84      证券简称：长电科技     编号：临 2019-020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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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均按照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进

行，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召开，会议应到

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8 名，其中独立董事 2 名，一名独立董事因公缺席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与江阴新顺微电子有限公

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之 2019 年度预计情况，关联董事王新潮、张春生、任凯

回避表决，其余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与江苏长晶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之 2019 年度预计情况，关联董事张春生、任凯回避表决，其余董事一致表决

通过；与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之 2019 年度预计情况

及 2018 年度执行情况，关联董事高永岗回避表决，其余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与

中芯长电半导体（江阴）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之 2019 年度预计情况及

2018 年度执行情况，关联董事王新潮、任凯回避表决，其余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与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等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之 2019 年度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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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情况及 2018 年度执行情况，关联董事王新潮、刘铭回避表决，其余董事一致

表决通过。 

2、公司独立董事蒋守雷、范永明、潘青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

一致同意公司将该事项提交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遵循了公平、自愿、合理的交易原则，是

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业务顺利开展的需要，关联交易价格公平合理，符合公司的利

益，不会损害其它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 2018 年度与各关联方实际发生的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交

易价格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利益，未损害其它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及

2018 年度关联交易实际执行情况时，进行了分项表决，关联董事均按要求回避

了表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将《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

项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2018 年预计

金额（万元） 

2018 年实际发

生金额（万元） 

关联采购或

接受劳务 

江阴康强电子有限公司 4,000 4,814 

无锡新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1,000 380 

新加坡先进封装技术私人有限公司 100 78 

江苏中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600 369 

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650 563 

合肥图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000 869 

江阴芯智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500 3,790 

中芯长电半导体（江阴）有限公司 / 80 

小计 12,850 10,943 

关联销售或

提供劳务 

无锡新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1,600 1,131 

中芯长电半导体（江阴）有限公司 /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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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芯智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336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上海）有

限公司 
/ 128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天津）有

限公司 
/ 84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北京）有

限公司 
/ 1,100 

中芯集成电路制造（绍兴）有限公

司 
/ 12 

中芯集成电路（宁波）有限公司 / 33 

小计 1,600 2,930 

关联租赁 

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300 295 

中芯长电半导体（江阴）有限公司 2,000 2,029 

江阴芯智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800 2,535 

江阴舒心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300 299 

小计 6,400 5,158 

关联人为公

司融资提供

担保 

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5,800 5,232 

合计 / 26,650 24,263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9 年预计金额 

（万元） 

关联采购或接受

劳务 

新加坡先进封装技术私人有限公司 90 

合肥图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000 

江阴芯智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400 

中芯长电半导体（江阴）有限公司 130 

小计 4,620 

关联销售或提供

劳务 

江苏长晶科技有限公司 50,000 

中芯长电半导体 （江阴）有限公司 120 

江阴芯智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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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新顺微电子有限公司 750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150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天津）有限公司 100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北京）有限公司 3,000 

中芯集成电路制造（绍兴）有限公司 200 

中芯集成电路（宁波）有限公司 50 

小计 54,720 

关联租赁 

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430 

中芯长电半导体（江阴）有限公司 2,300 

江阴芯智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30 

江阴新顺微电子有限公司 4,000 

江阴舒心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400 

小计 7,560 

关联人为公司融

资提供担保 
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5,500 

合计 / 72,40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潮集团”）成立于 2000 年 9

月 7 日，注册地址和办公地点为江阴市滨江开发区澄江东路 99 号，注册资本为

5,435 万元，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新潮。经营范围：光电子、自动化设备、激光

器、应用产品、模具的研制、开发、生产、销售；机械精加工；利用自有资金对

外投资；工艺品、收藏品（不含文物）的销售。目前，新潮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135,598,484 股，持股比例为 8.46%，为本公司第三大股东，与本公司构成关联方。 

2、新加坡先进封装技术私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加坡先进”），成立于

1997 年 1 月，注册地址和办公地址均在新加坡，是一家专业从事封装测试技术

的前期实验室阶段研发工作的公司，主要通过向集成电路封装相关企业提供技术

转让和技术授权许可使用获取收益。公司第三大股东新潮集团间接持有其 80.94%

股权，本公司董事王新潮先生、董事会秘书朱正义先生在新加坡先进担任董事，

与本公司构成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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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江阴康强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阴康强”）成立于 2008 年 10 月

20 日，注册资本 13,800 万元，法定代表人郑康定，注册地址江阴市经济开发区

东定路 3 号。经营范围：各种引线框架及半导体元器件、半导体元器件键合金丝

和蒸发用金丝的制造、销售及提供售后服务；道路货物运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该公司过去 12 个月为本公司关联方，自 2018 年 7 月起，与本公司不再构成关联

方。 

4、无锡新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洁能”）成立于 2013 年 1 月 5

日，公司注册地址为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 B1 号楼 2 层，法定代表人朱袁正，

注册资本 7,590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电力电子元器件的制造、研发、设计、

技术转让、技术服务、销售；集成电路、电子产品的研发、设计、技术转让、技

术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的研发、技术转让；利用自有资产对外投资；环境保

护专用设备的制造、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

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该公司过去 12 个月为本公司关联方，

自 2018 年 4 月起，与本公司不再构成关联方。 

5、江苏中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中鹏”）成立于 2006 年

5 月 29 日，注册地为江苏连云港，注册资本为 8,428.57 万元人民币，公司第三

大股东新潮集团持有其 4.75%的股权。经营范围：半导体器件及原辅材料、电子

元件、电子材料、机械设备的销售；封装用环氧模塑产品研制、开发；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

术除外。该公司过去 12 个月为本公司关联方，自 2018 年 7 月起，与本公司不再

构成关联方。 

6、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诚科”）成立于 2010

年 12 月 17 日，注册地为江苏连云港，注册资本为 4,300 万元人民币，公司第三

大股东新潮集团持有其 9.0909%的股权。经营范围：电子、电工材料制造、销售；

微电子材料研发；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

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该公司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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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12 个月为本公司关联方，自 2018 年 7 月起，与本公司不再构成关联方。 

7、合肥图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图迅”）成立于 2009 年 4

月 17 日，注册地为安徽合肥，注册资本 300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自动化检

测设备、图像采集与处理系统设备、视觉监控系统设备、医学影像处理系统设备、

环保节能系统设备、集成电路及系统的检测设备、集成电路制造设备的研发、销

售、技术服务、系统集成与设备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或禁止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本公司董事刘铭在合肥图迅担任董事长，

与本公司构成关联方。 

8、中芯长电半导体（江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芯长电”）成立于 2014

年 11 月 25 日，注册地为江阴市，注册资本 39,950 万美元，与公司第二大股东

芯电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经营范围：集成电路设计，

线宽 28 纳米及以下大规模数字集成电路制造，0.11 微米及以下模拟、数模集成

电路制造，MEMS 和化合物半导体集成电路制造及 BGA、PGA、CSP、MCM 等

先进封装与测试。本公司董事王新潮先生和任凯先生均在中芯长电担任董事，与

本公司构成关联方。 

9、江阴芯智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智联”）成立于 2015 年 1

月 29 日，注册地为江阴市，注册资本 18,000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新型集成

电路先进封装测试技术的研发；集成电路先进封装测试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和技术除外。本公司董事王新潮先生在芯智联担任董事长，与本公司构成关

联方。 

10、江阴舒心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舒心行”）成立于 2017 年 1

月 17 日，注册地为江阴市，注册资本 850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汽车、空调、

空压机、其他机械设备的租赁(不含融资租赁)；汽车修理与维护；汽车信息咨询；

汽车销售；代办车辆上牌、验证、年审、过户服务；二手车经纪；保险代理；道

路货物运输；GPS 车载定位销售及服务；汽车客运服务；网约车平台建设及服务。

公司第三大股东新潮集团持有舒心行 73.53%的股权，与本公司构成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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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江苏长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晶科技”）成立于 2018 年 11 月

29 日，注册地为南京市，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电子元器件

及集成电路的研发、制造和销售；半导体芯片电子产品及配件、金属材料、机械

设备的开发、设计与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出售资产交易中，将长晶科技最终控股股东上海半导体装备材料产

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定为关联方，故长晶科技与本公司构成关联

方。 

12、江阴新顺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顺微电子”）成立于 2002 年 7

月 30 日，注册地为江阴市，注册资本 8,465.28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开发、

设计、制造半导体芯片。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出售资产交易中，将新顺微电子最

终控股股东上海半导体装备材料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定为关联

方，故新顺微电子与本公司构成关联方。 

13、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芯国际上海”）

成立于 2000 年 12 月 21 日，注册地为上海市，注册资本 219,000 万美元，与公

司第二大股东芯电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经营范围：半

导体（硅片及各类化合物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制造、针测及测试，与集成电路

有关的开发、设计服务、技术服务、光掩膜制造、测试封装，销售自产产品。本

公司董事高永岗先生担任中芯国际上海董事，与本公司构成关联方。 

14、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芯国际天津”）

成立于 2003 年 11 月 3 日，注册地为天津市，注册资本 129,000 万美元，与公司

第二大股东芯电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经营范围：半导

体（硅片及各类化合物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制造、针测及测试，与集成电路有

关的开发、设计服务、技术服务、光掩膜制造、测试封装，销售自产产品、及以

上相关服务；自有房屋租赁。本公司董事高永岗先生担任中芯国际上海董事，与

本公司构成关联方。 

15、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芯国际北京”）

成立于 2002 年 7 月 25 日，注册地为北京市，注册资本 100,000 万美元，与公司

第二大股东芯电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经营范围：半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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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硅片及各类化合物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的制造、针测及测试、光掩膜制造；

与集成电路有关的开发、设计服务、技术服务、测试封装；销售自产产品。本公

司董事高永岗先生担任中芯国际上海董事，与本公司构成关联方。 

16、中芯集成电路制造（绍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芯绍兴”）成立于

2018 年 3 月 9 日，注册地为浙江省，注册资本 588,000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

半导体（硅及各类化合物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制造、针测及测试、测试封装；

先进晶圆级封装；电子元器件及光学元器件研发及制造；光刻掩膜版开发制造；

模具制造与加工；与集成电路、电子/光学元器件有关的开发、设计服务、技术

服务；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自有设备、房屋租赁。本公司董事高永岗先生担任中芯绍兴董事长，与

本公司构成关联方。 

17、中芯集成电路（宁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芯宁波”）成立于 2016

年 10 月 14 日，注册地为浙江省，注册资本 182,000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半

导体集成电路芯片、集成电路相关产品、光掩膜的开发、设计、测试、技术服务、

销售及制造；自营或代理各类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除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中芯宁波 32.97%的股权，第二

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间接持有中芯宁波 35.87%的股权，本公司董事高永岗先生担

任中芯绍兴董事长，与本公司构成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公司与江阴康强、新洁能股份、江苏中鹏、华海诚科、合肥图迅、中芯

长电、芯智联、长晶科技、中芯国际上海、中芯国际天津、中芯国际北京、中芯

绍兴、中芯宁波之间的关联采购和销售的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独立第三方同类交

易的价格确定。 

2、根据公司控股子公司江阴长电先进封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电先进”）

与新加坡先进于 2003 年签署的《技术转让许可合同》及其相关补充协议，新加

坡先进将其铜柱凸块相关技术授权长电先进使用，长电先进根据使用前述相关技

术生产的产品数量向新加坡先进支付技术使用费。技术使用费的价格确定及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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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标准以同类专利技术授权给独立第三方的交易价格为依据由协议双方协商

确定。 

3、公司全资子公司江阴城东科林环境有限公司为中芯长电、芯智联、新顺

微电子提供污水处理服务，关联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独立第三方同类交易的价格

确定。 

4、本公司向芯智联租赁房屋、设备等，参照市场独立第三方同类交易的价

格或依照其成本价，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5、中芯长电租赁本公司位于江阴市城东厂区的部分厂房、配套通用设备及

集体宿舍，双方参照市场独立第三方同类交易的价格，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6、公司及子公司向新潮集团租赁部分办公楼、仓库，租金参照市场独立第

三方同类交易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涉及需先由新潮集团代交的费用，本公司按

实际金额支付给新潮集团。 

7、公司向舒心行租赁汽车，双方参照市场独立第三方同类交易的价格，根

据双方签署的《汽车租赁合同》来确定租赁价格。 

8、新顺微电子向本公司租赁房屋，双方参照市场独立第三方同类交易的价

格，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9、新潮集团为本公司融资提供担保，担保费率为 8.5‰，按实际发生的担保

额结算费用。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有利

于保持公司持续发展和稳定经营。交易事项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

价格以市场独立第三方同类交易的价格为依据，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该类关联交易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的影响是积极、有益的。 

 

特此公告！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