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代码：600410   股票简称：华胜天成  编号：临 2020-045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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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胜天成”）拟

以 1.5亿元的价格受让新余中域高鹏祥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中域高鹏”）持有的泰凌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

凌微”）703.3261 万股股权。北京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董事长王维航先生、公司管理团队、青岛天堂硅谷海新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天堂硅谷领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泰凌微管理团队等投资人将同步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收购泰凌微股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

易实施指引》规定，本次交易对手方中域高鹏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同时，公司董事长王维航先生及公司管理团队为公司关联

自然人，本次交易亦构成了与关联人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除本次交易

外，本公告日前 12个月内，公司与本次交易关联人之间未发生其他关联

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 2020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王

维航先生、赵康先生、崔勇先生回避表决。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20年 10月 27日召开 2020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审议并通过《关

于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1.5 亿元的价格受让新余中域高鹏



祥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泰凌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703.3261

万股股权。北京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公司董事长王维航先

生、公司管理团队、青岛天堂硅谷海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天

堂硅谷领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投资人将同步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

收购泰凌微股份。 

本次收购，上述交易各方以标的公司相同估值 38亿元确定了最终收购价格。

中域高鹏所得股权转让款将优先分配给平安证券致信 3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本

次交易完成后，平安证券将不再持有中域高鹏合伙份额，原中域高鹏的结构化安

排将逐步拆除。 

公司持股 5%以上的第一大股东、董事长王维航先生为中域高鹏普通合伙人

新余中域高鹏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的规定，中域高鹏属于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

易构成了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同时，公司董事长王维航先生及公司管理团队为

公司关联自然人，本次交易亦构成了与关联人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 2020年 10月 27日召开的 2020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审议

通过，表决结果为：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王维航、赵康、

崔勇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 1.5亿元人民币，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

对值 5%以上，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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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联方介绍 

关联方（一）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新余中域高鹏祥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504MA35LHF89M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江西省新余市高新开发区新城大道总部经济服务中心 301号 

成立日期：2016年 12 月 1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新余中域高鹏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企业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项目投资、项目咨询（以上项目不含金融、

证券、期货、保险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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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比例 

新余中域高鹏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GP 0.45%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A 类 LP 63.35% 

北京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B 类 LP 6.79%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 类 LP 11.31% 

C 类 LP 8.60% 

王维航 C 类 LP  9.05% 

上海玺宙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C 类 LP 0.45% 

合  计 100.00%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持股 5%以上的第一大股东、董事长王维航先生为中域高鹏普通合伙人

新余中域高鹏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的规定，中域高鹏属于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

易为关联交易。 

3、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771,963,159.92 元，负债总额

101,683,680.24 元，资产负债率 5.74%，净资产 1,670,279,479.68 元，净利润

-33,670,324.88元。（经审计）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资产总额 1,322,659,378.35 元，负债总额

4,765,777.70 元，资产负债率 0.36%，净资产 1,317,893,600.65 元，净利润

30,860,355.97元。（未经审计） 

关联方（二） 

王维航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第一大股东，现任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关联方（三） 

公司董监高成员后续将以新设企业的方式参与本次交易。 



赵康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兼总

裁； 

崔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兼副

总裁； 

张秉霞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任公司首席财务官； 

代双珠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任公司副总裁； 

程亚光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刘亚玲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张月英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6/4/6-2020/1/16 任公司

董事会秘书。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名称： 泰凌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557430243L 

注册资本：17817.5933 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祖冲之路 1500号 3幢 

成立日期： 2010-06-30 

经营范围： 微电子产品、集成电路芯片、系统设备硬件的开发、设计，计

算机软件的开发、设计、制作，销售自产产品，自有技术转让，并提供相关技术

咨询和技术服务，上述同类产品的批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 

主营业务情况： 

泰凌微所属行业为集成电路设计行业，是一家专业的芯片设计企业，主要致

力于提供具有成本效益的低功耗物联网无线通信芯片及配套解决方案，其主要产

品包括 2.4G私有协议类 SoC产品、蓝牙低功耗类 SoC产品、Zigbee类 Soc产品

等。 

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513,672,834.35 元，负债总额

72,605,553.65元,净资产 441,067,280.40元,营业收入 326,092,741.03 元，净



利润 62,274,520.25 元。（以上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资产总额 758,618,063.85 元，负债总额

39,913,994.95元,净资产 718,704,068.90元,营业收入 178,957,594.28 元，净

利润 36,543,989.18 元。（未审计） 

截止公告日，泰凌微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新余中域高鹏祥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5.25% 

2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1.94% 

3 盛文军（SHENG WENJUN） 4.19% 

4 上海浦东新兴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3.49% 

5 上海凌析微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7% 

6 深圳南山阿斯特创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4% 

7 昆山开发区国投控股有限公司 2.68% 

8 ZHENG MINGJIAN 2.62% 

9 上海昕沅微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5% 

10 北京华控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29% 

11 北京中域昭拓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6% 

12 XIE XUN 1.76% 

13 华控湖北科工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73% 

14 上海西玥微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9% 

15 上海翎岩微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2% 

16 北京丝路云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34% 

17 李须真（LI XUZHEN） 1.15% 

18 上海泰骅微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4% 

19 深圳前海盛世通金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0.97% 

20 昆山启迪伊泰新兴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80% 

21 宏泰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0.73% 

22 上海凌玥微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55% 

23 北京启明智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0.54% 

https://www.qcc.com/firm_c422654c2cc68b420f326abf6e9cd8da.html
https://www.qcc.com/pl_pr851e5ce63095767b2314997b3ebc11.html
https://www.qcc.com/firm_b4b0e784f9a7117eb16845293d8d0b08.html
https://www.qcc.com/firm_cc37afd38a546d25b821245c74f16633.html
https://www.qcc.com/firm_6d3896dd786e38acfc76010df85dbb69.html
https://www.qcc.com/firm_ff2e78b2c37878cfc1079d57213b17de.html
https://www.qcc.com/pl_p2c36362f4b94dc857551c7da362334b.html
https://www.qcc.com/firm_deb0e2c2f3f34645d997e41bc9e24aa3.html
https://www.qcc.com/firm_b591843433e3d300dc469910ef736e45.html
https://www.qcc.com/firm_f44e809fd6cefae0c2f26053c1036a46.html
https://www.qcc.com/pl_p50e1779754dda11cd226875e0e0bd52.html
https://www.qcc.com/firm_cf6e91f8e8c7ed27758d64e5cf4f7954.html
https://www.qcc.com/firm_ed5e71c1aece451d131bc7c24303ef9e.html
https://www.qcc.com/firm_eda910b72fef78ddf3f53054da39621d.html
https://www.qcc.com/firm_79b83c529ffb6288f4ac1112db2bd814.html
https://www.qcc.com/pl_pr75e34a39ae8eda572d0dcb26d8a74e.html
https://www.qcc.com/firm_a75727ab6d0526a9e323618b73f9ac92.html
https://www.qcc.com/firm_0e3229c1766205d702bbb926c08042c0.html
https://www.qcc.com/firm_3788c56adf525c121bbecc4ae15d101c.html
https://www.qcc.com/firm_hfb51e23b0bfcf1028ea6c93806cfac3.html
https://www.qcc.com/firm_d8866b8e2a3b78a54fe4047f8bf00c20.html
https://www.qcc.com/firm_3a50e0020d0307cdada03a3d3ebaeae5.html


24 湖杉芯聚（成都）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0.54% 

25 深圳南山中航无人系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54% 

26 新余珈华睿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0.36% 

27 霍尔果斯盛世元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35% 

28 西藏盛文景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0.30% 

29 金海鹏（JIN HAIPENG） 0.29% 

30 霍尔果斯盛世勤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27% 

31 霍尔果斯盛世煜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27% 

32 苏州奥银湖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27% 

33 上海麓芯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22% 

34 陈建文 0.11% 

合计 100.00% 

（二）中域高鹏所持泰凌微股权，目前已全部出质给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出质事项不会妨碍交易标的权属的顺利转移。除上述质押事项外，交易标的

产权清晰，不存在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况，也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

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经双方友好协商，综合考虑目前泰凌微业务发展状况及资本运作情

况及其未来的发展前景，遵循公平、自愿、合理的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定价，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各方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新余中域高鹏祥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甲方”或

“转让方”） 

乙方：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乙方”或“受让方”） 

各方通过友好协商达成本协议，以兹共同信守： 

（一）目标股权转让 

甲方同意将其在泰凌微电子合法持有的目标股权（即泰凌微电子对应的实缴

资本 703.3261 万元人民币）及目标股权所对应的所有权利、权力和权益一并转

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该目标股权。 

https://www.qcc.com/firm_5af4fdd4e81b2aa5273d2fb163e833f8.html
https://www.qcc.com/firm_0331cc0840fc090643b05a554434fe4d.html
https://www.qcc.com/firm_29604666f2c1e71c7c8368cbd1c6c46e.html
https://www.qcc.com/firm_1fa0441a185b9f7266bc5b329a4f482a.html
https://www.qcc.com/firm_b30361dabd86576490786a8812e8291b.html
https://www.qcc.com/pl_pr87a5c91ba3fbe3ae015b36d6986afb.html
https://www.qcc.com/firm_5d6d975edb9fbdf08794600a4c113025.html
https://www.qcc.com/firm_d4e6df7a0f7d7f93931e70b54b4fa88f.html
https://www.qcc.com/firm_e2914b78ac0672724bc26066c7a3dbad.html
https://www.qcc.com/firm_79369b04300b45e0e654448e0f8a329f.html
https://www.qcc.com/pl_pr37515a200bc5c5394ff9833d4829cf.html


（二）定价、价款支付 

1、各方协议一致，乙方以人民币 15000 万元【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受

让甲方所持目标股权。 

2、在本协议签署并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按照本协议约定的转让价

格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RMB15000 万元）的股权转

让价款（以下简称“股权转让价款”）。 

3、除非双方另有约定，双方应自乙方支付全部股权转让价款至甲方指定账

户之日起 45 个工作日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商务部门变更登

记/备案手续，双方应积极配合提供所需材料。 

4、目标股权的权利义务自交割日起转移。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自交割日

（含当日）起，目标股权的权利和义务、风险及责任由乙方享有和承担。 

（四）违约责任 

1、除因本协议约定的不可抗力导致的原因外，如发生以下任何一事件，则

构成该方在本协议项下之违约： 

（1）任何一方实质性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和条件（包括违反其在本协议

中作出的陈述、声明、承诺和保证）；或 

（2）任何一方在本协议中作出的任何陈述、声明、保证或承诺被认定在重

大方面为不真实、不正确或有误导成份。 

2、如任何一方发生在本协议项下的违约事件，守约一方应自发现该违约事

件之日起五（5）个工作日内向违约一方发出书面改正通知，如违约一方接到通

知后二十（20）个工作日内仍不予以改正的，则守约一方有权要求单方解除或终

止本协议及/或要求违约一方赔偿因此而造成的损失。 

3、如乙方未遵照本协议约定，导致逾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则按逾期金额

万分之五/日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4、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协议的约定而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不因本次股权转让的

完成或转让价款的付清或本协议的解除而解除。 

（五）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双方签章之日起成立，并经乙方权力机构批准之日起生效。 

六、该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多家投资人与中域高鹏的进行股权交易为泰凌微解决结构化股东问题



的步骤之一，有助于泰凌微 IPO事宜的顺利推进。本次交易完成后，平安证券将

不再持有中域高鹏合伙份额，原中域高鹏的结构化安排将逐步拆除，减少了华胜

天成对外担保额度，降低了担保风险。  

上述多家投资人的投资行为，不会引起泰凌微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王维航

先生仍然为泰凌微实际控制人。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公司 2020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

于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王维航、赵康、崔勇回避表决。 

2、本次关联交易于提交董事会审议前获得了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董事

亦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本次中域高鹏与多家投资人进行的交易有助于泰凌微

IPO事宜的顺利推进，减少了公司对外担保额度，降低了担保风险。不存在向关

联方输送利益以及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与《公司法》、《证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相违背

的情况。董事会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本项议案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关联交易已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发表书面审核意见：本次中域高鹏

与多家投资人进行的交易有助于泰凌微 IPO事宜的顺利推进，减少了公司对外担

保额度，降低了担保风险，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 2020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进行了

回避表决，审议程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

法有效。  

八、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本公告日前 12 个月内，公司与本次交易关联人之间未

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九、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可能存在投资决策风险、以及在投资过程中可能受到经济环境、市

场变化、投资标的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出现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合作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10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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