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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986           证券简称：兆易创新         公告编号：2021-085 

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对睿力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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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标的：睿力集成电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力集成”或“标的公司”） 

 投资金额：5 亿元人民币。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睿力集成约 1.26%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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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告日前 12 个月内，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兆易创新”）与睿力集成、长鑫存储技术有限公司（睿力集成的全资子公司，以

下简称“长鑫存储”）发生的关联交易已按相关规定履行适当决策程序并披露。本次

增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标的公司在运营过程中，因研发进度、市场环境、宏观政策等因素

影响，经营发展存在不确定性。本次交易尚待协议各方履行适当审批程序。标的公

司本轮融资后续还将引入其他投资方，届时其注册资本及各股东出资比例将相应进

一步变更。 

 

一、交易概述 

自公司 2020 年首次对睿力集成增资以来，双方充分发挥各自专业优势，在存储

器业务领域多方面合作，形成了良好的协同效应。睿力集成正在开展新一轮股权融

资，公司计划通过现金方式参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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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与标的公司睿力集成及其原股东合肥长鑫集成电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长鑫集成”）、合肥石溪集电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石溪

集电”）和合肥集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肥集鑫”）等签署

《关于睿力集成电路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对睿力集成增

资 5 亿元人民币，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睿力集成约 1.26%股权。 

朱一明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长。同时，朱一明先生目前为

睿力集成的董事长。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睿力集成为

公司关联法人，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2020 年 12 月，公司与睿力集成等签署《关于睿力集成电路有限公司之增资协

议》，公司以现金人民币 3 亿元对睿力集成增资，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睿力集成约

0.85%股权；本公告日前 12 个月内，公司从睿力集成的全资子公司长鑫存储采购

DRAM 产品约 128,063 万元，双方产品联合开发平台合作约 435 万元。上述关联交

易已按相关规定履行适当决策程序并披露。本次关联交易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该事项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朱一明先生、舒清

明（SHU QINGMING）先生回避表决，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标的及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朱一明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长。同时，朱一明先生目前为

睿力集成的董事长。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有关规定，

本次对外投资标的公司睿力集成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及关联方基本情况 

投资标的公司名称：睿力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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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空港工业园兴业大道 388 号 

注册资本：33,799,237,753.56 人民币（已收到本轮融资部分投资方的增资款，

近期将办理注册资本变更，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40,189,503,639.09 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赵纶 

成立日期：2016-06-13 

经营范围：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加工；电子产品销售并提供相关售后服务及

技术服务；研发、设计、委托加工、销售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计算机软硬件及网

络软硬件产品的设计、开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电子元器件、通讯设备的

销售；集成电路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及技术检

测；设备、房屋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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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工商登记的股东情况：石溪集电持股 38.59%，长鑫集成持股 19.72%，国

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4.08%，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 14.08%等。 

（三）本次投资前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对比 

投资标的睿力集成是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成立并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

集成电路及相关产品的生产、研发、设计、销售等业务。本次增资前后，标的公司

睿力集成预计仍将处于无实际控制人状态，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认缴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认缴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1 
合肥石溪集电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043,649,499.26 32.4554% 13,043,649,499.26 32.2744% 

2 
合肥长鑫集成电路有限

责任公司 
6,664,638,430.27 16.5830% 6,664,638,430.27 16.4906% 

3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 4,760,456,021.63 11.8450% 4,760,456,021.63 11.7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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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 

4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 
4,760,456,021.63 11.8450% 4,760,456,021.63 11.7790% 

5 
合肥集鑫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476,045,602.16 1.1845% 476,045,602.16 1.1779% 

6 
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85,627,361.30 0.7107% 510,954,085.05 1.2643% 

7 其他 23 家股东 10,198,630,702.84 25.3764% 10,198,630,702.84 25.2349% 

合计 40,189,503,639.09 100% 40,414,830,362.84 100% 

注 1：上述增资前的股权结构尚待进行工商登记。增资后的股权结构仅为目前

公司签署本增资协议后的情况，睿力集成本轮融资后续还将引入其他投资方，届时

其注册资本及各股东出资比例等将相应进一步变更。 

三、协议其他主体基本情况 

（一）合肥石溪集电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清华路 368 号格易集成电路合肥基地项目

办公室楼辅楼 205 室 

出资额：1,370,100 万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合肥石溪长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20-09-30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商业经营管理；经济与商务咨询服务；公共关系服务；

企业形象策划咨询；市场分析调查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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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伙人情况：合肥芯睿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份额占比 51.09%，合肥长鑫集成

电路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份额占比 48.90%，合肥石溪长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持有份额占比 0.01%。 

（二）合肥长鑫集成电路有限责任公司 

住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翠微路 6 号海恒大厦 525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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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200,505.0505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袁飞 

成立日期：2016-06-13 

经营范围：集成电路及相关产品的生产、研发、设计、销售；集成电路领域的

设计服务、技术服务；厂房、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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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合肥市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99.75%、合肥产投新兴

战略产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0.25%。 

（三）合肥集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合肥空港经济示范区玉兰花路东侧合肥空

港动植物检验检疫进境指定口岸办公楼 110 室 

出资额：1 万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赵纶 

成立日期：2020-07-14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财务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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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伙人情况：赵纶持有份额占比 50%，袁园持有份额占比 50%。 

（四）睿力集成各附属公司：长鑫存储技术有限公司、长鑫存储技术（上海）

有限公司、合肥长鑫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北京久芯科技有限公司、长鑫存储技术（香

港）有限公司、长鑫新桥存储技术有限公司。 

四、协议主要内容 

（一）增资和认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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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以人民币 5 亿元认购睿力集成新增注册资本（以下简称“增资额”）。睿

力集成为本轮融资之目的拟进行包括本次交易在内的多次增资，公司与其他投资者

参与本轮融资的价格相同，均以人民币 2.219 元/每一元注册资本的价格参与增资。

增资价款超出增资额的部分计入睿力集成的资本公积，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投资人名称 
增资价款 

（人民币元） 

增资额 

（人民币元） 

计入资本公积金额 

（人民币元） 

1 
北京兆易创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000.00 225,326,723.75 274,673,276.25 

（二）增资价款的缴付及用途 

公司应在交割条件满足日后的十（10）个工作日内，将其按合同约定应支付的

增资价款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支付至睿力集成指定的账户。在公司付款完成后五（5）

个工作日内，睿力集成应向公司递交符合公司法要求的出资证明书。 

本次交易的增资价款应用于睿力集成动态随机存取存储芯片(DRAM)相关业

务推进。 

（三）违约与提前解除 

如果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或任何其他交易文件项下的义务，或其在本协议

或任何其他交易文件项下的任何陈述与保证在重大方面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或

具有重大误导性的，则构成对本协议的违约（该方为“违约方”）。在此情况下，违

约方应在收到守约方书面通知之日起的 30 日内对其违约予以补救。如果该 30 日（或

者各方同意的其他宽限期限）届满时违约方仍未对违约予以补救，则守约方有权在

向违约方发出书面通知后解除本协议。在违反本协议或其他交易文件的情况下，违

约方应对由于其违约行为所引起的守约一方的损失负赔偿责任。 

（四）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各方适当签署后生效，生效后即对各签署方具有约束力。 

五、本次投资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和风险 

本次投资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与睿力集成的合作关系，促进公司存储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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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充足产能供应，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进一步扩大公司未来发展空

间，符合公司长远战略发展需要，能够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 

公司目前财务状况稳健，本协议的签署和履行不会对公司 2021 年及以后年度的

经营和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对睿力集成增资后，公司占睿力集成的股

权比例较低，不具有对睿力集成的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本次投资的标的公司在运营过程中，因研发进度、市场环境、宏观政策等因素

影响，经营发展存在不确定性。本次交易尚需协议各方履行适当审批程序，审批结

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标的公司本轮融资后续还将引入其他投资方，届时其注册资本

及各股东出资比例将相应进一步变更。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批程序 

2021 年 9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对睿力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关联董事

朱一明先生、舒清明（SHU QINGMING）先生在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回避表决，

与会的非关联董事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审议通过了该投资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经事前审核，认可本次对外投资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相关议案

提交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1、本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平、公

允的交易原则，是交易各方经自愿平等共同协商确定，有利于公司经营和战略发展，

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符合全体股东利益，不会损害中小股东权益。2、该事

项审议、表决程序合法合规。在提交董事会审议之前，我们对本次交易发表了事前

认可意见；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3、同意公司对睿力集成电

路有限公司投资事项。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也对本次投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书面意

见如下：公司本次投资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平、公允的交易原则，是交易各方

经自愿平等共同协商确定，并按一般商业条款达成，有利于公司经营和战略发展，

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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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