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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邦微电子（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邦股份”或“上市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上海钰帛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上海钰帛”）、深圳市麦科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

科通电子”）、上海瑾炜李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瑾炜

李”）、彭银、上海义惕爱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义惕

爱”）、安欣赏合法持有的钰泰半导体南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资产”、“标

的公司”）合计 71.30%股权，交易作价为 106,950.00 万元；同时上市公司拟向不

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21,950.00 万元，用于

支付本次交易中的现金对价及本次交易相关费用，结余补充流动资金。本次交易

完成后，上市公司将直接持有标的公司 100%股权。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担任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于 2020 年 9 月 18

日出具的《关于圣邦微电子（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0〕030013 号）（以下简称“审核

问询函”）的要求，中信证券对圣邦股份本次重组标的资产报告期内成本费用的

完整性进行了专项核查，现发表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一、核查程序 

（一）成本费用完整性 

1、成本的构成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晶圆等材料 4,898.87 7,942.12 3,804.25 

封装测试等委托加工 3,930.31 5,734.38 2,883.62 

其他 77.76 194.19 613.90 

合计 8,906.94 13,870.69 7,301.77 

2、成本的核查方法 

（1）了解和评价了与成本确认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设计，并对控制运行有

效性进行了测试。复核成本结转的会计政策的适当性，以及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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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主要原材料采购量、采购单价波动的主要原因，对比分析主要原

材料价格波动的合理性； 

（3）获取并审阅标的资产收入成本明细表，对报告期内主要产品的销售价

格、单位成本的波动情况进行分析，结合销售数量、产品结构、客户结构，分析

毛利率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4）就各类产品收入、成本、毛利率变动原因访谈公司销售部门、生产部

门等相关业务部门，结合业务开展情况对变动原因进行具体分析； 

（5）对报告期数据进行月度波动分析及年度对比，分析了成本变动原因及

合理性； 

（6）查阅行业内公司公开信息，检索同行业公司的毛利率水平，分析毛利

率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7）选取样本检查了采购合同或订单，识别与商品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报酬

转移相关的合同条款，抽查存货入库单、出库单、记账凭证、发票、付款单据等，

评价存货计量是否符合相关会计政策； 

（8）结合应付账款、预付账款审计，对主要供应商当年采购额执行了函证

程序，检查各期采购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9）取得期后银行对账单，对期后付款进行检查，核查是否有未入账负债，

实地走访了主要供应商，核实采购业务的真实性、完整性。 

标的公司报告期内发函及回函的具体情况如下： 

采购函证汇总 2020年 1-6月 2019年末 2018年末 

采购发函比例 91.44% 90.29% 75.65% 

采购回函比例 92.30% 100.00% 100.00% 

应付账款发函比例 96.35% 98.54% 98.56% 

应付账款回函比例 93.64% 100.00% 100.00% 

供应商（晶圆制造代工厂和封测厂）实地走访及电话访谈涵盖了报告期前五

大供应商，供应商各期比较集中，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 1-6 月实地走

访及电话/视频访谈均达到采购额的 7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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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对期末大额发出商品进行函证，验证成本结转的完整性，并关注其期

后的销售情况；结合期初、期末存货盘点结果，编制成本倒轧表与相关科目交叉

核对，验证本年存货收发存数量的准确性； 

（11）检查存货的计价方法，通过计价测试，确认企业存货的计价与分摊的

准确性； 

（12）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记录的存货实施截止性测试，检查存货出入库单

据及其他支持性文件，评价存货及成本是否被记录于恰当的会计期间。 

3、费用的构成 

（1）销售费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工资及社保等 295.93 727.58 314.25 

市场推广费 22.35 65.18 42.37 

运输费 26.53 51.98 28.02 

房租水电物业 28.61 42.37 33.30 

股份支付费用 95.94 33.29 5.52 

其他 23.62 54.06 33.40 

合计 492.98 974.45 456.85 

（2）管理费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工资及社保等 167.24 453.70  128.15  

专业服务费 30.49 70.27  7.08 

房租水电物业 20.40 33.11  10.19  

差旅及交通费 12.11 41.73 4.83  

股份支付费用 11.20 9.68  2.13  

库存商品报废 -- 230.25  --  

其他 47.52 142.83  81.99 

合计 288.96 981.57 2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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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财务费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利息收入 -14.87 -13.04 -2.22 

汇兑损益 2.35 9.57 -30.88 

手续费及其他 5.36 7.16 4.66 

合计 -7.17 3.69 -28.45 

（4）研发费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工资及社保等 887.46 1,817.73 762.22 

耗材 338.44 384.34 87.15 

股份支付费用 256.60 153.08 37.04 

折旧费用 206.65 326.95 113.08 

房租水电物业 32.30 41.90 30.96 

新品设计费 13.54 -- 188.68 

无形资产摊销 0.53 0.71 -- 

其他 21.32 18.68 7.51 

合计 1,756.86 2,743.39 1,226.64 

4、费用的核查方法 

（1）对费用实施了分析程序，将报告期数据进行月度波动分析及年度对比

分析，了解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进行访谈的过程中，了解经营业务与费用发生的配比性； 

（3）对单笔金额较大的费用实施针对性测试，检查相关的发票、合同、银

行回单及其他支持性文件，评价费用是否合理，附件是否齐全，账务处理是否正

确； 

（4）取得并查阅公司的员工名册，报告期内工资表，在对人员规模了解的

基础上，复核了相关薪酬福利的计提、发放的依据，将报告期内各期工资水平进

行横向比较、与当地平均工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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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摊销、折旧类费用，在核实资产原值基础上，以年度按资产类别、

公司预计摊销折旧年限，逐项对当期的摊销折旧金额进行了测算； 

（6）取得并查阅标的资产股东会决议、员工持股平台的合伙协议及工商资

料、股份支付计算明细表及相关股权激励的会计处理凭证等，复核股份支付费用

分摊合理性及会计处理的准确性； 

（7）获取存货清单，年度存货执行监盘程序，检查存货的数量、状况和库

龄等情况，重点关注长库龄的呆滞存货具体内容与状态，评估其可使用性，对管

理层认定的存在减值迹象判断的合理性进行分析； 

（8）获取存货报废损失明细、相关入账凭证及支持性文件，如存货报废申

请单和审批单等，判断存货报废会计核算是否符合相关规定，报废内容和原因是

否合理，证据是否充分，执行的审批程序是否合规； 

（9）将研发费用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进行对比分析，检查与同行业公司是

否存在重大差异； 

（10）将整体费用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进行对比分析，检查与同行业公司是

否存在重大差异； 

（11）获取研发费用立项文件、费用预算、成果验收文件，判断研发费构成

的项目间相关性和合理性；检查是否存在异常或变动幅度较大的情况，并分析其

合理性； 

（12）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记录的费用实施截止性测试，检查相关的发票、

合同、银行回单及其他支持性文件，评价费用是否被记录于恰当的会计期间。 

（二）标的资产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上述主体的关联方的

银行流水进行核查 

1、对标的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银行流水的核查 

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对标的公司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银行流

水的核查情况如下： 

（1）取得标的公司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银行流水，并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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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上述人员出具的承诺函，承诺的主要事项如下：  

“1）、本人与钰泰半导体及其客户、供应商和其他实质关联第三方之间，不

存在虚假交易及虚构资金往来，不存在非法利益输送，不存在体外资金循环，以

借此为钰泰半导体虚增收入、垫付营业成本、代支费用，或为钰泰半导体虚增利

润或非法调节财务报表。 

2）、本人未通过近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人员或其他第三方，直接或间接地实

施前述 1 的行为。” 

上述核查对象及核查范围具体包括： 

核查对象 与标的公司关系 
是否出具承

诺 

GE GAN 股东、董事长、研发负责人 是 

彭银 股东、董事、副总裁、销售总监 是 

安欣赏 股东 是 

邵栎瑾 董事、总经理 是 

詹锻炼 董事 是 

罗伟 监事 是 

张炜华 监事 是 

胡央维 监事 是 

杨姜李 财务负责人 是 

宁艳楠 出纳 是 

（2）对单笔超 10 万元人民币的交易记录进行了核查，了解并核查相关交易

背景及合理性； 

（3）重点关注了交易对手方是否为标的资产主要客户、供应商及其关联方

的情况。 

2、对标的资产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关联企业银行流水的核查

情况 

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对标的公司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关联企

业银行流水的核查情况如下： 

（1）通过对比梳理确认标的资产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关联企

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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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取得标的资产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关联企业银行流水，

并取得了承诺函； 

（3）对报告期内标的资产关联企业银行流水进行了核查，重点关注交易对

手方是否存在标的资产主要客户、供应商及其关联方的情况； 

（4）关联企业出具了书面承诺，承诺主要事项列示如下： 

承诺“2018 年 1 月 1 日至今，本单位不存在为钰泰半导体承担账外成本费

用体外支付等财务舞弊情形”。 

上述核查对象及核查方式列示如下： 

核查对象 关联关系 核查方式 

上海钰帛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股东，交易对方 核查流水，取得承诺函 

上海瑾炜李企业管理咨询中

心（有限合伙） 
股东，交易对方 核查流水，取得承诺函 

上海义惕爱企业管理咨询中

心(有限合伙) 
股东，交易对方 核查流水，取得承诺函 

深圳市博莱特电气有限公司 彭银持有 20%股份，担任监事 核查流水，取得承诺函 

MICROWELL ELECTRON 

(HK) LIMITED 
与麦科通电子受同一控制的公司 核查流水，取得承诺函 

圣润自动化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 

财务负责人杨姜李持有 60%股

权，担任监事 
核查流水，取得承诺函 

上海矽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张征持有 80.06%股权，担任执行

董事 
核查流水，取得承诺函 

苏州复鹄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张征间接持有 31.49%股权 核查流水，取得承诺函 

东莞市三体微电子技术有限

公司 

詹锻炼直接持股 45%，通过深圳

市融通有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间接持股 15%，合计持

股 60%。担任法定代表人 

核查流水，取得承诺函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1、标的公司成本费用核算记录完整；2、标的

公司不存在利用其股东、董监高及其关联方对标的资产成本费用进行体外支付的

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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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圣邦微电子（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报告期内成本费用的完整性之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

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彭  捷  刘煜麟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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