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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合资公司增资的公告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与合肥北

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北城”）、长丰四面体新材料科技中心（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长丰四面体”）签署了《合资协议》，协议约定三方合作在安

徽省合肥市长丰县投资建设“第三代功率半导体（碳化硅）产业园项目”（下称“项

目”），并共同出资设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项目的项目公司。合资公司名称

为“合肥露笑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露笑半导体”），注册资本 2

亿元人民币，该部分资金将主要用于碳化硅厂房的初步建设，公司占 47.5%，合

肥北城占 47.5%，长丰四面体占 5%，合资公司为公司的参股公司，详见 2020 年

10 月 19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与合肥北城、长丰四面体、合肥长丰产业投促创业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投促基金”）、合肥露笑半导体签署了

《合肥露笑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增资协议》，协议约定对合肥露笑半导体增加 1.1

亿元注册资本，投促基金拟认缴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9,500 万元，露笑科技拟

认缴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1,500 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增

资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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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一、合作方基本情况 

1、合肥长丰产业投促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1MA2WU44A1L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双墩镇阜阳北路科瑞北郡 15 幢 1-7 层 

成立日期：2021 年 3 月 19 日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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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 持股比例 

合肥北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60% 

合肥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 25% 

合肥市工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4.8% 

合肥市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 0.2% 

其中合肥北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为长丰县财政局（长丰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100%持股所有，合肥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合肥市工业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合肥市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均为合肥市产业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100%持股所有。 

投促基金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亦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投促基金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合肥北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1MA2NFA836J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长丰县双墩镇阜阳北路科瑞北郡 15 幢 1-7 层 

法定代表人：周庆旗 

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 年 3 月 17 日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管理、创业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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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 持股比例 



长丰县财政局（长丰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100% 

合肥北城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亦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合肥北城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长丰四面体新材料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1MA2WA3F249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安徽长丰双凤经济开发区双凤路 588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周文红 

成立日期：2020 年 10 月 10 日 

经营范围：新材料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新能源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推广

服务；其他技术推广服务；电子技术推广服务；电子科技研发；其他科技推广服

务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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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 持股比例 

周文红 99% 

陈之战 1% 

长丰四面体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亦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长丰四面体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合肥露笑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1MA2WC5QP9F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双凤工业区双凤路 598 号 

法定代表人：蒋靝 

注册资本：2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 年 10 月 27 日 

经营范围：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半导体材料生产设备制造；半导体级



硅单晶生长、晶片切割、磨抛、清洗设备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电子半导

体材料制造；从事半导体材料的制造、加工、销售及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

服务；从事与电子科技、信息科技相关的材料的制造、加工、销售及技术咨询服

务；半导体新材料研发；半导体设备的研发、制造和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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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 持股比例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7.5% 

合肥北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47.5% 

长丰四面体新材料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5% 

合肥露笑半导体为公司参股公司。 

合肥露笑半导体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增资情况概述 

1、企业名称：合肥露笑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 

2、增资前各投资方出资及比例： 

序

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500.00 47.50% 货币 

2 合肥北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9,500.00 47.50% 货币 

3 
长丰四面体新材料科技中心 

（有限合伙） 
1,000.00 5.00% 货币 

 合计 20,000.00 100%  

3、增资后各投资方出资及比例： 

序

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0.00 35.48% 货币 

2 合肥北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9,500.00 30.65% 货币 

3 
合肥长丰产业投促创业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500.00 30.65% 货币 



4 
长丰四面体新材料科技中心 

（有限合伙） 
1,000.00 3.22% 货币 

 合计 31,000.00 100%  

本公司上述增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 

 

三、合资协议的主要条款 

甲方：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合肥北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丙方：长丰四面体新材料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丁方：合肥长丰产业投促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戊方：合肥露笑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 

1、目标公司同意增加注册资本 1.1 亿元全部由甲方、丁方认缴，具体由甲

方投资 1500 万元，丁方投资 9500 亿元。 

1.1 本次增资交易完成前，目标公司股东出资及股权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500.00 47.50 

合肥北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9,500.00 47.50 

长丰四面体新材料科技中心

（有限合伙） 
1,000.00 5.00 

合计 20,000.00 100.00 

1.2 本次增资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股东出资及股权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0.00 35.48 

合肥北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9,500.00 30.65 

合肥长丰产业投促创业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500.00 30.65 

长丰四面体新材料科技中心

（有限合伙） 
1,000.00 3.22 



合计 31,000.00 100.00 

 

四、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增资的目的：依托四方资金、技术、管理模式、市场等资源，充分

发挥各方优势，夯实碳化硅半导体业务板块产业布局，公司将根据项目的进展情

况继续追加投资，推动公司转型及持续稳定发展。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合肥露笑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