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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赛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放弃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或“本保荐机构”）作为北

京赛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赛微电子”）2019 年非公开

发行股份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赛微电子

放弃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

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增强公司控股子公司青岛聚能创芯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

能创芯”）资本实力，提高竞争力，促进聚能创芯业务的快速发展，同时解决团

队持股平台资本实缴问题，聚能创芯股东青岛海丝民合半导体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青岛海丝”）、青岛民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青

岛民芯”）、青岛聚贤汇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聚贤汇

能”）拟分别与西藏智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智通”）、吕天然、

珠海睿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珠海睿瑶”）签署《股权

转让协议》，具体如下： 

青岛海丝拟以 3,000 万元的价格向西藏智通转让其持有的聚能创芯 6%股权

（对应注册资本 480 万元）；青岛民芯拟以 2,000 万元的价格向西藏智通转让其

持有的聚能创芯 4%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320 万元）；聚贤汇能拟以 2,000 万元

的价格向吕天然转让其持有的聚能创芯 4%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320 万元），以

500 万元的价格向珠海睿瑶转让其持有的聚能创芯 1%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80 万

元）。公司放弃聚能创芯此次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 

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5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同意公司放弃此次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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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的独立意见。 

袁理先生现担任公司监事，同时为聚贤汇能执行事务合伙人，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聚贤汇

能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青岛聚贤汇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82MA3UWPWT35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服装工业园孔雀河三路 56 号 

5、执行事务合伙人：袁理 

6、成立时间：2021 年 01 月 21 日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

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8、关联关系：袁理先生现担任公司监事，同时为聚贤汇能执行事务合伙人，

聚贤汇能为公司关联法人。 

经查询，聚贤汇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受让方基本情况 

（一）西藏智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企业名称：西藏智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195MA6T2XH89F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注册资本：3000 万 

5、住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国际总部城 3幢 1单元 3 层 7 号-081 

6、法定代表人：吕大龙 

7、成立时间：2017 年 05 月 10日 

8、营业期限：2017 年 05 月 10日 至 2037 年 05月 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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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不得从事担保和房地产业务；不得参与发起或管

理公募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金融衍生品）；创业投资管理（不含公募基金。

不得参与发起或管理公募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金融衍生品；不得从事证券、

期货类投资）（以上经营范围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

款；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产品或金融衍生产品；不得经营金融产品、理财产

品和相关衍生业务。）；商业管理；企业管理服务（不含投资管理和投资咨询）；

商业策划；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信息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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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关联关系：西藏智通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珠海睿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企业名称：珠海睿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4AJ9K7U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 1889 号 17栋 201 室-113号（集中办公

区） 

5、执行事务合伙人：珠海通沛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成立时间：2020 年 01月 16日 

7、营业期限：2020 年 01月 16日 至 2040 年 01月 16 日 

8、经营范围：协议记载的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管理（私募基金应及

时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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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关联关系：珠海睿瑶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吕天然 

吕天然先生为中国籍自然人，住所为山东省青岛市，身份证号为

37098319XXXXXXXX96,毕业于加拿大温哥华岛大学，现在青岛中天成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任职。 

吕天然先生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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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名称：青岛聚能创芯微电子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2MA3M397H7E  

（3）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 169 号青岛国际创新园 B座 402 

（5）法定代表人：杨云春 

（6）注册资本：8000 万 

（7）成立时间：2018年 07月 02 日 

（8）营业期限：2018年 07月 02 日 至 2058年 06月 25 日 

（9）经营范围：开发、设计电子产品和电子元器件；射频、模拟数字芯片、

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计算机软件、

计算机系统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软件开发，工业产品设计；数据处理；销售：

芯片、计算机软件；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类项目

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类项目许可后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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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关联关系：聚能创芯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19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计 1,936.29 1,824.85 

负债总计 422.83 2.71 

所有者权益 1,513.46 1,822.14 

项目 2020年 1-9月（未经审计)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0.13 0.39 

营业利润 -308.68 -244.54 

净利润 -308.68 -244.54 

3、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聚能创芯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北京赛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050.00 38.125 

2 青岛聚贤汇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00.00 23.750 

3 青岛海丝民合半导体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830.00 22.875 

4 青岛民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220.00 15.250 

合计 8,000.00 100.000 

本次交易完成后聚能创芯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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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北京赛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050.00 38.125 

2 青岛聚贤汇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0.00 18.750 

3 青岛海丝民合半导体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350.00 16.875 

4 青岛民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900.00 11.250 

5 西藏智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800.00 10.000 

6 吕天然 320.00 4.000 

7 珠海睿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0.00 1.000 

合计 8,000.00 100.000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一、青岛海丝民合半导体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二、青岛民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三、青岛聚贤汇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受让方一、西藏智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二、珠海睿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三、吕天然 

1、股权转让 

（1）聚能创芯估值 

双方确认聚能创芯估值人民币伍亿元（￥500,000,000），折合人民币 6.25

元/注册资本。 

（2）股权转让 

转让方一向受让方一转让其所持聚能创芯 6%股权（“标的股权”），对应

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480万元，转让对价为人民币叁仟万元（￥30,000,000）。 

转让方二向受让方一转让其所持聚能创芯 4%股权（“标的股权”），对应

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320万元，转让对价为人民币贰仟万元（￥20,000,000）。 

转让方三向受让方二转让其所持聚能创芯 1%股权（“标的股权”），对应

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80万元，转让对价为人民币伍佰万元（￥5,000,000）。 

转让方三向受让方三转让其所持聚能创芯 4%股权（“标的股权”），对应

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320万元，转让对价为人民币贰仟万元（￥20,000,000）。 

（3）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受让方一、受让方二、受让方三应分别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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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应在受让方支付首期股权转让款之日起十个

工作日内向工商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双方应配合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并签署相关文件。受让方支付首期股权转让款之日至工商变更登记完成

之日的期间（“过渡期”），转让方在标的股权下的权利义务全部由受让方享有

并行使，转让方应根据受让方的指示履行股东义务；但若受让方未能如期支付第

二笔股权转让价款且转让方因在过渡期内按照受让方指示行使股东权利/义务而

遭受损失的，受让方应当赔偿转让方由此遭受的损失。 

2、协议生效、变更、解除及终止 

本协议自双方签署（盖章）之日起生效。除本协议约定以及依据国家有关法

律规定当事人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外，本协议的任何变更或解除应经双方签署书

面协议方可生效。 

六、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股权转让的目的是为进一步增强聚能创芯资本实力，提高竞争力，促进

聚能创芯业务的快速发展，同时解决团队持股平台资本实缴问题。公司本次与其

他股东一同放弃聚能创芯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符合聚能创芯的实际情况和公

司的长期发展战略；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聚能创芯的股权比例不变，聚能

创芯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与财务状

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

总金额 

自 2021 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该关联方聚贤汇能未发生其他任何

关联交易。 

八、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5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放弃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放弃此次

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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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5 日召开的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放弃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放弃此次

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其

中关联监事袁理先生回避表决，表决结果为“2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会议出席人数符合《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赞成票数超过全体监事半数，决

议有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放弃控股子公司聚能创芯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暨关联

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及规划，本次交易遵循自愿平等、诚实守信的市场经

济原则，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本事项及其审议过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在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审议通过后，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九、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放弃控股子公司聚能创芯股权转让优先购

买权，符合该控股子公司当前的实际情况和公司发展战略，不会对公司生产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董事会已就本次放弃优先购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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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方在相关会议上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本保荐机

构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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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赛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放弃

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孙 涛                 陈胜可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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