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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暨关联交易 

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作为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至纯科技”、“上市公司”或

“公司”）的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对至纯科技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

者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尽职调查，并出具本核查意见，具体情况及核查意

见如下：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控

股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控股子公司至微半

导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至微科技”）拟通过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

者并进行部分股权转让。本次交易各方合计增资额为 42,000 万元，股权转让涉

及金额 23,200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前，公司持有至微科技的股份比例为 99.34%，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至微科技的股份比例为 77.11%。本次交易的增资方

之一上海芯晟至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0 月 19 日、2021 年 10 月 20 日披

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122）和《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公告编号：2021-124）。本次交易已经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1 年 12 月，公司与交易各方签署了相关协议，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12

月 21 日发布的《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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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战略投资者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148） 

二、交易各方情况介绍 

1、 深圳市远致星火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深圳市远致星火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信用代码 91440300MA5GX4PU68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深南大道 4009 号投资大厦
14C1 

成立日期 2021-07-29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

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

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远致星火于 2021 年 7 月 29 日成立，暂无财务数据。 

2、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 91110000MA01N9JK2F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 楼宇光 

注册资本 20,415,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北街 2 号 52 幢 7 层 701-6 

成立日期 2019-10-22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管理；投资咨询。（“1、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

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

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

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第一大股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持股比例为 11.0213%。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4,270,469 万元；负债总

额为 49,208 万元；净资产为 4,221,261 万元；净利润为 144,464 万元（上述数据

已经审计）。 

关联关系：截至本意见出具日，大基金二期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

的其他关系。 

3、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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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信用代码 91310000MA1FL7MC49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法定代表人 李洪凤 

注册资本 7,07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环湖西二路 888号821

室 

成立日期 2020-12-24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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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第一大股东为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33.9463%。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66 亿元，负债总额 0 元，

净资产 66 亿元，净利润 0 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关联关系：截至本意见出具日，混改基金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

的其他关系。 

4、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绍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绍兴）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信用代码 91330602MA2JR9H91D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

人 
中芯聚源股权投资管理(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 88,56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皋埠街道银桥路 326 号 1 幢 4 楼 406 室 

成立日期 2020-12-23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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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伙人情况：普通合伙人中芯聚源股权投资管理(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认缴出资比例 4.0650%；有限合伙人中芯晶圆股权投资（宁波）有限公司认缴出

资比例 95.9350%。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72,000 万元；负债总额

为 0 万元；净资产为 72,000 万元；净利润为 0 万元（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关联关系：截至本意见出具日，中芯聚源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

的其他关系。 

5、 上海半导体装备材料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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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上海半导体装备材料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信用代码 91310000MA1FL5289A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半导体装备材料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05,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环湖西二路 888 号 C 楼 

成立日期 2018-01-24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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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伙人情况：普通合伙人上海半导体装备材料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认缴出资比例 0.9901%；有限合伙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上海临港芯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

国盛集团有限公司等其他 14 家企业认缴出资比例 99.0099%。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874,905,647.56 元，负债

总额 102,500 元，净资产 3,874,803,147.56 元，净利润-51,591,671.33 元（以上数

据已经审计）。 

关联关系：截至本意见出具日，装备材料基金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

倾斜的其他关系。 

6、 中青芯鑫鼎橡（上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中青芯鑫鼎橡（上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信用代码 91310115MA1K4LA778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

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鑫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 551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西三路 77 号 6 幢 2 层 202 室 

成立日期 2020-08-28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

企业形象策划，公关活动策划，工艺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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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伙人情况：普通合伙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鑫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认缴出资比例 0.1815%；有限合伙人芯鑫融资租赁（北京）有限责任公司认缴出

资比例 54.4465%；有限合伙人中青芯鑫（苏州工业园区）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认缴出资比例 54.4465%；有限合伙人李天思、刘志忠、裴红伟各认缴出资比

https://www.qcc.com/firm/2cfddfc901064a6342f30c21593d7bfd.html
https://www.qcc.com/firm/aefe0098217af49cf362de5eb36c8016.html
https://www.qcc.com/firm/aefe0098217af49cf362de5eb36c80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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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9.0744%。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7,859 万，负债总额 0 元，

净资产 27,859 万，净利润-201 万（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关联关系：截至本意见出具日，芯鑫鼎橡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

的其他关系。 

7、 平潭溥博芯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平潭溥博芯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信用代码 91350128MA8TCY8315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

人 
成都迈普华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355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片区遂意路平潭跨境电商园综合办公大

楼 4 层 401 室 18 号 

成立日期 2021-06-10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社会经济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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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伙人情况：普通合伙人成都迈普华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比例

0.0282%；有限合伙人曾明柳认缴出资比例 42.2535%；有限合伙人成都迈普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认缴出资比例 28.1690%；有限合伙人金翔宇认缴出资比例

14.0845%；有限合伙人屏南博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出资比例

8.4507%；有限合伙人上海溥博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出资比例

7.0141%。 

平潭溥博芯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 2021 年 6 月 10 日成立，暂

无财务数据。 

关联关系：截至本意见出具日，平潭溥博芯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亦不存在其他

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8、 上海芯晟至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上海芯晟至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信用代码 91310000MA1FL81C3U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陆磊 

https://www.qcc.com/firm/5c86db6305da893ac0435e464a465554.html
https://www.qcc.com/firm/702431895b1cebb3ea2b3e94103110e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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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22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555 号己楼 2 层 1315 室 

成立日期 2021-07-07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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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伙人情况：普通合伙人陆磊认缴出资比例 9.0909%；有限合伙人沈一林、

廖世保各认缴出资比例 45.4545%。 

上海芯晟至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 2021 年 7 月 7 日成立，无

其他投资，暂无财务数据。 

关联关系：截至本意见出具日，芯晟至远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陆磊为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有限合伙人之一沈一林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至微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 91310112MA1GBR541D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蒋渊 

注册资本 455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紫海路 170 号 1 幢 3 层 03 室 

成立日期 2017-10-26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从事半导体科技、工业自动化科技、电子科技、

网络科技、计算机科技、光电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半导体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

助设备的设计及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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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权属状况说明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

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至微科技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有：合肥至微半导体有限公司、合肥至微微

电子有限公司、上海砺致科技有限公司、日本至纯株式会社、江苏启微半导体设

备有限公司、台湾至微半导体有限公司。 

3、资产运营情况说明：至微科技于 2017 年 10 月 26 日成立，主营业务为半

导体湿法清洗设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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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项目 2021 年 1-3 月 

资产总额 136,025.02 营业收入 2,616.77 

资产净额 42,865.09 净利润 -1,502.36 

负债总额 93,159.93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 
-1,489.12 

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5、股东情况 

本次交易前：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45,200 99.3407% 

2 
欣铠电子科技（上海）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00 0.6593% 

1.  合  计 45,500 100.00% 

本次交易后：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1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977.60 77.11% 

2 
欣铠电子科技（上海）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00.00 0.56% 

3 
深圳市远致星火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314.40 10.00% 

4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

限公司 
1,820.00 3.42% 

5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

公司 
1,820.00 3.42% 

6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绍兴）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910.00 1.71% 

7 
上海半导体装备材料产业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46.00 1.03% 

8 
中青芯鑫鼎橡（上海）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46.00 1.03% 

9 
平潭溥博芯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546.00 1.03% 

10 
上海芯晟至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64.00 0.68% 

 合  计 53,14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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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原股东欣铠电子科技（上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放弃优先受让

权。 

6、交易价格的确定原则、方法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21〕

沪第 1969 号），以 2021 年 3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市场法、收益法对标

的资产进行评估。 

截止评估基准日，在评估报告所列假设和限定条件下，经采用收益法评估，

被评估单位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250,255.17 万元，较审计后被评估单位

合并口径下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42,752.56 万元，增值 207,502.60 万元，增

值率 485.36%，较审计后被评估单位母公司单体所有者权益 43,213.91 万元，增

值 207,041.26 万元，增值率 479.11%。 

根据上述评估结论，并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按照本次增资前至微科技

250,000 万元的估值进行本次交易。 

四、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有助于双方形成以股权为纽带的战略合作关系，公司将

积极加强产业合作，进一步提升经营活力与效益，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海芯晟至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参与本次对至微科技的增资，

有利于激励公司管理层积极投入公司业务发展，对至微科技的经营发展产生积极

的推动作用。 

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该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第九次董事会全票表决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事

前认可意见及同意本次交易的独立意见，并经第四届第八次监事会审议通过。公

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并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本次交易已获得公司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陆磊已在股东大会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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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构成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四

届第九次董事会通过，并经第四届第八次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

认可意见及同意本次交易的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并同意本次关

联交易事项。本次交易已获得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

关系的关联股东已在股东大会对该议案回避表决。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引进战略

投资者价格确定过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及

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保荐机构对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暨关联交易事项

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