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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振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成都振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芯科技”或“公司”）近日与四

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发展”）、四川天府弘威军民融合

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府弘威”）（以下合

称“投资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1、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与投资方四川发展、天府弘威签署了《关于成

都新橙北斗智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橙北斗”）之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

（以下简称“原协议”），原协议约定若新橙北斗未能完成业绩承诺，则公司须

无偿转让新橙北斗 905.11 万元股权给投资方。因此，公司本次拟将所持新橙北

斗 905.11 万元股权（注册资本）无偿转让给投资方，其中向四川发展无偿转让

208.76 万元股权（注册资本），向天府弘威无偿转让 696.35 万元股权（注册资

本）。转让后，公司持有新橙北斗 7,094.89 万元股权（占新橙北斗注册资本

54.74%），投资方合计持有新橙北斗 5,865.11 万元股权（占新橙北斗注册资本

45.26%），新橙北斗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2、就上述事宜，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6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独立董事亦对此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规定，本次交易在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

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四川天府弘威军民融合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企业名称：四川天府弘威军民融合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3）注册地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二街 151 号

四川发展大厦 33 楼 

（4）注册资本：330,000 万元 

（5）执行事务合伙人：四川弘威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62PLL58X 

（7）主营业务：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权等非公

开交易的股权投资以及相关咨询服务。（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

融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8）主要合伙人：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发展兴展产业引

导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四川发展兴川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四川九洲电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赣州利得元股权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实际控制人：四川省人民政府 

（10）关联关系：天府弘威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前十名股东、现任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均不存在任何关系，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

系。 

（11）天府弘威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名称：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3）注册地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 151

http://www.qichacha.com/firm_719ca433a2658f7d50021e4a9e85a38e.html
http://www.qichacha.com/search?key=%E5%9B%9B%E5%B7%9D%E5%8F%91%E5%B1%95%E4%BA%A7%E4%B8%9A%E5%BC%95%E5%AF%BC%E8%82%A1%E6%9D%83%E6%8A%95%E8%B5%84%E5%9F%BA%E9%87%91%E7%AE%A1%E7%90%86%E6%9C%89%E9%99%90%E8%B4%A3%E4%BB%BB%E5%85%AC%E5%8F%B8%EF%BC%88%E5%A7%94%E6%B4%BE%E4%BB%A3%E8%A1%A8%EF%BC%9A%E7%8E%8B%E7%92%90%EF%BC%89
http://www.qichacha.com/search?key=%E5%9B%9B%E5%B7%9D%E5%8F%91%E5%B1%95%E4%BA%A7%E4%B8%9A%E5%BC%95%E5%AF%BC%E8%82%A1%E6%9D%83%E6%8A%95%E8%B5%84%E5%9F%BA%E9%87%91%E7%AE%A1%E7%90%86%E6%9C%89%E9%99%90%E8%B4%A3%E4%BB%BB%E5%85%AC%E5%8F%B8%EF%BC%88%E5%A7%94%E6%B4%BE%E4%BB%A3%E8%A1%A8%EF%BC%9A%E7%8E%8B%E7%92%90%EF%BC%89
http://www.qichacha.com/firm_b80e4bb380698ff3c6a77f15ab7a3ee0.html


号 1 栋 2 单元 

（4）注册资本：8,000,000 万元 

（5）法人代表：李文清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6823936567 

（7）主营业务：投融资及资产经营管理；投资重点是：交通、能源、水务、

旅游、农业、优势资源开发、环保和省政府授权的其他领域。（以上项目不含前

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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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实际控制人：四川省人民政府（全资） 

（9）关联关系：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前十

名股东、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在产权、业务、

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不存在任何关系，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

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10）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类别 2020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33,081,803.54 

负债总额 96,761,980.35 

净资产 36,819,823.19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25,623,537.56 

营业利润 466,925.44 

净利润 228,851.39 

（11）四川发展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名称：成都新橙北斗智联有限公司 

（2）设立时间：2015 年 7 月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350522386H 

（4）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5）注册资本：12,960 万元 

（6）法定代表人：莫晓宇 

（7）注册地址：成都高新区高朋大道 1 号  

（8）经营范围：通信系统设备制造（限分支机构在工业园区内经营，不含

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及卫星地面接收设备）；手机及数据终端设备（不含无线

广播电视发射设备及卫星地面接收设备）的研发、生产（限分支机构在工业园区

内经营）、销售；基础电信业务（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不得开展经营

活动）；增值电信业务（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动）；

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信息技术咨询；数据处理及存

储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机械设备、五金产品、电子产品的销售；地质灾害

治理服务；地质环境监测服务；铁路运输辅助服务；环境保护监测；旅游咨询服

务（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卫星导航多模增强应

用服务系统集成；数字内容服务；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导航、气象、海洋专

用仪器、地址勘探及地震专用仪器、电子测量仪器制造（限分支机构在工业园区

内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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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新橙北斗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交易标的股权结构 

本次转让前各股东持有的股权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股份数 

（万股） 
持股比例 

1 成都振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000.00 61.73% 

2 
四川天府弘威军民融合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816.00 29.44% 

3 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1,144.00 8.83% 

合 计 12,960.00 100.00% 

 

3、交易标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20年度 2021年 1-3月 

营业收入 1,956.25  465.95  

利润总额 -1,596.54  -616.67  

净利润 -1,596.54  -616.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820.75  -828.86  

 2020年 12月 31日 2021年 3月 31日 

资产总额 22,567.15  21,788.61  

负债总额 5,986.19  5,824.72  

净资产 16,580.96  15,963.89  

应收款项总额 2,798.01  3,015.63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   

注：截至 2020 年度新橙北斗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1 年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四、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1、转让方：成都振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四川天府弘威军民融合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名称 转让前 转让的注

册资本 

（万元） 

转让 

比例 

转让后 

 
注册资本 

（万元） 
股权比例 

注册资本 

（万元） 
股权比例 

振芯科技 8,000.00 61.73% -905.11 -6.98% 7,094.89 54.74% 

天府弘威 3,816.00 29.44% 696.35 5.37% 4,512.35 34.82% 

四川发展 1,144.00 8.83% 208.76 1.61% 1,352.76 10.44% 

合计 12,960.00 100% - - 12,960.00 100% 

 

2、转让金额：由于新橙北斗未完成原投资协议项下所约定的业绩承诺事项，

公司须履行估值调整及补偿义务，无偿转让新橙北斗 905.11 万元股权给投资方。 



3、股权的交割：（1）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所需的费用由各方

按照法律法规或适用的规则各自承担。（2）各方确认，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新橙北斗的治理结构不发生变化。 

4、协议生效条件：本次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应获得各方全部同意及批

准，并经各方签订后生效。 

5、税收和费用：各方应按照中国相关法律各自承担并缴付本协议有关的所

有税费，并履行与之相关的各项义务。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系新橙北斗未完成业绩承诺进行股份补偿事项，本次股权转让

不会导致新橙北斗控股权变更，公司仍为新橙北斗控股股东。 

2、根据原协议，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股权赔偿损失金额已计入公司 2020 年

度经营业绩，不会对公司 2021 年度归属上市公司净利润产生影响，最终数据将

以公司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数据为准。本次交易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交  

易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及其 

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股权转让不会导致新橙北斗控股权变 

更，公司仍为新橙北斗控股股东。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按照《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履行上述补偿义  

务并与投资方四川发展、天府弘威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成都振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5 月 17 日     

 

 


	成都振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芯科技”或“公司”）近日与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发展”）、四川天府弘威军民融合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府弘威”）（以下合称“投资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七、备查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