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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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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6 日向全体

监事发出了召开第十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会议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并表决。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会议召开及

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

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重庆西南集成电路设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西南设计”）54.61%股权、重庆中科芯亿达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

亿达”）49%股权、深圳市瑞晶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晶实业”）51%股

权（以下简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拟向中电科技集团重庆声光电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声光电”）、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

科投资”）、中电科核心技术研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科研投”，与重

庆声光电、电科投资合称“认购方”）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合称为“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募集

配套资金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如下： 



1、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具体内容如下： 

（1）交易对方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西南设计、芯亿达及瑞晶实业的相关股

东，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标的公司 
本次购买的 

股权比例 

标的公司注

册资本 

（万元） 

交易对方持有标的资产情况 

交易对方 
持有标的公司

股权情况 

1.  西南设计 54.61% 2,997.8091 

北京益丰润勤信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北京益丰润”） 

14.98% 

合肥中电科国元产业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电

科国元”） 

8.92% 

中电科西微（天津）集

成电路芯片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中电西微”） 

6.24% 

重庆微泰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普通合伙））（以

下简称“重庆微泰”） 

5.08% 

中金科元股权投资基金

（重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中

金科元”） 

3.57% 

北京吉泰科源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吉泰

科源”） 

3.39% 

35 名自然人股东：范麟、

陈隆章、余晋川、万天

才、刘永光、张宜天、

徐骅、刘昌彬、袁博鲁、

李明剑、孙全钊、徐望

东、苏良勇、彭红英、

陈昆、张晓科、陈华锋、

杨津、王露、杨若飞、

12.43% 



序号 标的公司 
本次购买的 

股权比例 

标的公司注

册资本 

（万元） 

交易对方持有标的资产情况 

交易对方 
持有标的公司

股权情况 

李家祎、刘永利、唐睿、

鲁志刚、张真荣、陈刚、

胡维、唐景磊、李光伟、

黄贵亮、冉勇、陈彬、

欧阳宇航、欧琦、戚园 

2.  芯亿达 49.00% 800.00 

中微半导体（深圳）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微股份”） 

49.00% 

3.  瑞晶实业 51.00% 2,319.27 

戚瑞斌 26.30% 

陈振强 15.20% 

林萌 7.50% 

何友爱 2.00% 

注：重庆微泰认缴西南设计 1,523,192.00 元注册资本，持有西南设计约 5.08%

股权。截至目前，已实缴注册资本 1,323,192.00 元；根据西南设计的《公司章程》，

重庆微泰需在 2022 年 8 月 26 日前足额缴纳出资。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标的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的标的资产为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西南设计 54.61%股

权、芯亿达 49%股权、瑞晶实业 51%股权。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标的资产的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将按照以 2020 年 10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资产评估机构

评估并经有权之国资管理机构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 

根据中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资评估”）出具的中资评报字

[2020]515 号《资产评估报告》，西南设计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118,960.08 万元，

上述《资产评估报告》已经中国电科备案。考虑到重庆微泰对西南设计尚有 20



万元出资未实缴到位；各方同意，电能股份将按照西南设计各股东的实缴出资比

例向各股东支付交易对价。因此，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西南设计 54.61%股权的

交易对价为 64,597.45 万元。 

根据中资评估出具的中资评报字[2020]227 号、中资评报字[2020]514 号《资

产评估报告》，芯亿达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20,238.75 万元、瑞晶实业 100%股

权的评估值为 39,762.27 万元。上述《资产评估报告》已经中国电科备案。经各

方协商并参考前述资产评估结果确定，芯亿达 49%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9,916.99

万元、瑞晶实业 51%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20,278.80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 

标的资产的交易对价由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发行的股份数量应为整

数并精确至个位，交易对价中折合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不足一股的零头部分，上

市公司无需支付。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5）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

币 1.00 元。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6）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7）发行价格与定价依据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项的首次

董事会（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之日。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在上市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情况下，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市场



参考价为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项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

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定价基准日

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和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的 90%分别为 5.42 元/股、5.40 元/股、5.45 元/股。经交易各方协商，本次发

行股份的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5.42 元/股。 

在定价基准日后至本次股份发行日期间，如公司进行任何权益分派、公积金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致使公司股票需要进行除权、除息的情况，则上述

发行价格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的相关规则进行调整，具

体的调整方法如下： 

假设调整前新增股份价格为 P0，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每股增发新

股或配股数为 K，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为 A，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为 D，调整后新

增股份价格为 P1（调整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实行四舍五入），则：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 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 +A×K）/（1+K） 

上述两项若同时进行：P1=（P0 +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 +A×K）/（1+N+K）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8）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数量应按照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向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对价/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发行股份总数=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之和 

根据标的资产评估值及 5.42 元/股的发行价格、上述公式及第 4 点支付方式



原则测算，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电能股份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合计为

174,895,239 股。具体如下： 

交易对方 对应标的资产 以股份支付对价（万元） 发行股份数（股） 

北京益丰润 西南设计 14.98%股权 17,937.47  33,094,970  

电科国元 西南设计 8.92%股权 10,681.51  19,707,588  

中电西微 西南设计 6.24%股权 7,477.06  13,795,312  

重庆微泰 西南设计 5.08%股权 5,286.00  9,752,769  

中金科元 西南设计 3.57%股权 4,272.61  7,883,035  

吉泰科源 西南设计 3.39%股权 4,062.64  7,495,637  

范麟 西南设计 2.92%股权 3,496.53  6,451,166  

陈隆章 西南设计 0.81%股权 973.51  1,796,143  

余晋川 西南设计 0.64%股权 765.12  1,411,668  

万天才 西南设计 0.64%股权 765.12  1,411,668  

刘永光 西南设计 0.54%股权 645.61  1,191,168  

张宜天 西南设计 0.48%股权 574.02  1,059,079  

徐骅 西南设计 0.42%股权 501.62  925,501  

刘昌彬 西南设计 0.39%股权 464.39  856,799  

袁博鲁 西南设计 0.38%股权 455.42  840,252  

李明剑 西南设计 0.34%股权 406.22  749,475  

孙全钊 西南设计 0.34%股权 406.22  749,475  

徐望东 西南设计 0.32%股权 377.40  696,311  

苏良勇 西南设计 0.30%股权 362.74  669,261  

彭红英 西南设计 0.30%股权 357.43  659,458  

陈昆 西南设计 0.30%股权 357.43  659,458  



交易对方 对应标的资产 以股份支付对价（万元） 发行股份数（股） 

张晓科 西南设计 0.30%股权 357.43  659,458  

陈华锋 西南设计 0.28%股权 339.57  626,504  

杨津 西南设计 0.26%股权 313.20  577,865  

王露 西南设计 0.25%股权 295.43  545,073  

杨若飞 西南设计 0.25%股权 295.43  545,073  

李家祎 西南设计 0.23%股权 272.36  502,500  

刘永利 西南设计 0.22%股权 261.27  482,047  

唐睿 西南设计 0.21%股权 249.28  459,935  

鲁志刚 西南设计 0.21%股权 249.28  459,935  

张真荣 西南设计 0.21%股权 249.28  459,935  

陈刚 西南设计 0.14%股权 169.90  313,465  

胡维 西南设计 0.13%股权 157.69  290,948  

唐景磊 西南设计 0.12%股权 147.71  272,529  

李光伟 西南设计 0.12%股权 146.03  269,418  

黄贵亮 西南设计 0.11%股权 130.37  240,526  

冉勇 西南设计 0.10%股权 119.85  221,119  

陈彬 西南设计 0.09%股权 110.39  203,672  

欧阳宇航 西南设计 0.04%股权 51.37  94,786  

欧琦 西南设计 0.03%股权 31.96  58,965  

戚园 西南设计 0.02%股权 23.59  43,516  

小计 西南设计 54.61%股权 64,597.45 119,183,462 

中微股份 芯亿达 49%股权 9,916.99 18,297,024 

小计 芯亿达 49%股权 9,916.99 18,297,024 



交易对方 对应标的资产 以股份支付对价（万元） 发行股份数（股） 

戚瑞斌 瑞晶实业 26.30%股权 10,457.44  19,294,174  

陈振强 瑞晶实业 15.20%股权 6,043.86  11,151,041  

林萌 瑞晶实业 7.50%股权 2,982.17  5,502,151  

何友爱 瑞晶实业 2.00%股权 795.32  1,467,387  

小计 瑞晶实业 51%股权 20,278.80 37,414,753 

合计 94,793.23  174,895,239 

注 1：交易对方就任一标的公司可获得的交易对价=该交易对方在该标的公

司中的实缴出资金额÷该标的公司的实收资本×该标的公司 100%股权的评估值 

注 2：若各交易对方以电能股份发行股份支付的交易对价累计数与合计数存

在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完成日期间，公司如因派

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而调整发行价格，则发

行数量将根据调整后的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应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确定的

股份数量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9）股份锁定期 

重庆微泰、电科国元、范麟、陈隆章、余晋川、万天才、刘永光、张宜天、

徐骅、刘昌彬、孙全钊、陈彬、戚园、徐望东、苏良勇、彭红英、陈昆、张晓科、

陈华锋、杨津、王露、杨若飞、李家祎、欧阳宇航、李明剑、刘永利、唐睿、鲁

志刚、张真荣、陈刚、唐景磊、李光伟、黄贵亮、冉勇、欧琦、戚瑞斌认购的电

能股份本次发行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

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转让。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

限（包括但不限于因业绩补偿而发生的股份回购行为）。 

何友爱、陈振强、林萌、袁博鲁、胡维、中微股份认购的电能股份本次发行



的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

通过协议转让。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包括但不限于

因业绩补偿而发生的股份回购行为）。 

北京益丰润、中金科元、中电西微、吉泰科源所认购的电能股份本次发行的

股份，自取得时若持有用于认购该等股份的标的资产权益时间超过 12 个月的，

则该部分权益对应的公司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包括但不限于

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转让；持有用于认购该等股份的标的资产权益

时间不足 12 个月的，则该部分权益对应的公司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

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转让。但是，在适用法律

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包括但不限于因业绩补偿而发生的股份回购行

为）。 

交易对方基于本次发行而衍生取得的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

上述锁定期的约定。若交易对方的上述锁定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

见不相符，交易对方承诺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前

述锁定期届满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0）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上交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1）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公司在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按照

发行后股份比例共享。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2）期间损益归属 

过渡期间，标的资产因运营所产生的盈利由公司享有；亏损由交易对方按照

其所持标的资产的股权比例承担。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3）利润补偿安排 

若西南设计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毕后三个会计年度内出现实际

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则由重庆微泰、电科国元、范麟、陈隆章、余晋

川、万天才、刘永光、张宜天、徐骅、刘昌彬、孙全钊、陈彬、戚园、徐望东、

苏良勇、彭红英、陈昆、张晓科、陈华锋、杨津、王露、杨若飞、李家祎、欧阳

宇航、李明剑、刘永利、唐睿、鲁志刚、张真荣、陈刚、唐景磊、李光伟、黄贵

亮、冉勇、欧琦以股份方式向公司进行补偿，并就补偿股份不足部分以现金方式

向公司进行补偿；补偿的具体金额及执行方式由公司与上述交易对方签署《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予以约定。 

若瑞晶实业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毕后三个会计年度内出现实际

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则由戚瑞斌以股份方式向公司进行补偿，并就补

偿股份不足部分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进行补偿；补偿的具体金额及执行方式由公司

与戚瑞斌签署《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予以约定。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4）标的资产的过户及违约责任 

根据公司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各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各交易对方于先决条件全部成就后的 30 个工作日内或另行约定的其他

日期进行交割，各交易对方应于交割日或之后协助尽快办理将标的资产登记于公

司名下的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应当给予必要的协助。 

根据上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任何一方如未能履行其在协议项下之

义务或承诺，或所作出的陈述或保证失实或严重有误，则该方应被视作违反协议；

违约方应依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守约方因其违约行

为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包括为避免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5）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

起 12 个月。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的核准文件，



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发行完成日。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如下： 

（1）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

币 1.00 元。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发行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重庆声光电、电科投资、电科研投，认购方

将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全部股票。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和发行价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审议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的

首次董事会（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之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

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80%，即 4.81 元/股。  

若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完成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

整。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5）募集配套资金金额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金额为不超过 90,000.00 万元，其中，重庆声光电认购



不超过 20,000.00 万元、电科投资认购不超过 20,000.00 万元、电科研投认购不超

过 50,000.00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6）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总数=各认购方认购的股份数量之和 

各认购方认购的股份数量=各认购方认购的配套资金金额÷发行价格 

根据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资金总额上限 90,000.00 万元和 4.81 元/股的发行价

格测算，各认购方认购的股份数量之和不超过 187,110,185 股，各认购对象认购

情况具体如下： 

认购对象 认购股份数（股） 

重庆声光电 41,580,041 

电科投资 41,580,041 

电科研投 103,950,103 

合计 187,110,185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上交所相关规则相应调整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

股份数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认购股份数量应经电能股份股东大会批准，并以中国证监

会最终核准确定的股份数量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7）股份锁定期 

认购方所认购的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在适

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锁定期满后的股票交易按中国证监会及

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发行结束后，认购方基于本次认购而享有的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

份，亦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若认购方的上述锁定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



新监管意见不相符，认购方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锁定期届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8）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90,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

用及其他相关费用后，将用于各标的公司主营业务相关投资项目的建设、补充上

市公司或标的公司流动资金。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用途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

投资额 

自有资金

投资额 

募集资金

占比 
投资主体 

1 

高性能无线通信及新能源

智能管理集成电路研发及

产业化建设项目 

41,006.38  33,656.38  7,350.00  37.40% 西南设计 

2 
高性能功率驱动及控制集

成电路升级及产业化项目 
12,187.80  12,084.79  103.02  13.43% 芯亿达 

3 
电源集成电路应用产业园

建设项目 
32,792.11  31,837.00  955.11  35.37% 

瑞 晶 实 业

（或全资子

公司） 

4 补充流动资金 12,421.84  12,421.84  - 13.80% 
电能股份或

子公司 

合计 98,408.13 90,000.00 8,408.13 100.00% - 

为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保障全体股东的利益，在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

金先行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少于上

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在不改变本次募集资金

拟投资项目的前提下，经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以

及资金需求等实际情况，适度调整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方向、优先顺序及各项目

具体投资额。 

若未来证券监管机构对募集配套资金的用途颁布新的法规或监管意见，则公



司将根据新的法规和监管意见予以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9）上市地点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票将在上交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0）滚存利润安排 

公司在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完成

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1）决议有效期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决议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募集配套资

金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募集

配套资金的核准文件，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完成日。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8 年

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编制的《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

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评估机构中资评估为符合《证券

法》规定的专业评估机构，公司监事会认为： 

1、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聘请的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

与公司、交易对方、标的公司，除业务关系外无其他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的

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2、标的资产的评估报告的假设前提能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

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3、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机构在

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

原则，运用了合规且符合目标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

可靠；资产评估价值公允、准确。评估方法选用恰当，评估结论合理，评估方法

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4、公司以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评估机构出具的并经有权之国资管理机构

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交易价

格公允。  

综上所述，公司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所选聘的评估

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论合理，评估定价公允。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的

审计报告、审阅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8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



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过程中，标的公司分别编制了 2019 年

度、2020 年度、2021 年 1-3 月的财务报告，公司编制了 2020 年度、2021 年 1-3

月的备考合并财务报告，上述报告均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或审阅，并分别出具了审计报告、审阅报告。中资评估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评

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上述报告，公司已于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

议>的议案》 

根据经中国电科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公司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

对方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对《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中标的资产交易价格、支付方式、利润补偿安排、期间损益归属

等事项作出进一步的约定。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 

鉴于标的资产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根据相关监管要求并经各方协商及

经中国电科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公司与交易对方就相关标的资产实际盈利数不

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

案》 

根据经中国电科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公司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方签



订了《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对《股份认购协议》中募集资金总额、股份

发行数量等事项签署补充协议作出进一步的约定。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 2021 年度向关联方及商业银行申请

融资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西南设计 2021 年度拟向中国电子

科技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科财务”）申请不超过 20,000 万元的融资额

度；公司控股子公司芯亿达 2021 年度拟向电科财务申请不超过 6,000 万元的融

资额度；公司控股子公司瑞晶实业 2021 年度拟向电科财务及商业银行申请不超

过 8,000 万元的融资额度，其中向电科财务融资不超过 4,000 万元，向商业银行

融资不超过 4,000 万元。上述融资额度以实际审批的额度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

视实际的资金需求确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 2021 年度向关联方及商业银

行申请融资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由公司为西南设计、芯亿达、瑞晶实业向电科财务及商

业银行融资借款提供保证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王颖先生、王涛先

生、马羽先生、陈玉立女士、李儒章先生、杨成林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中电科技集团重庆声光电有限公司提供反担

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并购资金需求，公司向电科财务申请不超过

2,755.29 万元的并购贷款，由重庆声光电为公司并购贷款提供信用担保，该事项

已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中国电子科技财务有限公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28693127703396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28693127703396


司向公司提供并购贷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根据相关要求，公司拟为上述担保

向重庆声光电提供反担保，反担保金额以重庆声光电担保金额为限，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向中电

科技集团重庆声光电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王颖先生、王涛先

生、马羽先生、陈玉立女士、李儒章先生、杨成林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增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因重大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已实施完毕，公司需补充预计 2021 年

度关联交易金额。公司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为了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符合

公司实际情况，关联交易价格均以市场价格或特种客户审定价格为基础确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造成

重大影响，监事会同意增加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增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王颖先生、王涛先

生、马羽先生、陈玉立女士、李儒章先生、杨成林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为公司提供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

服务的过程中，遵循了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顺利完成年度审计工作，

监事会同意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电

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5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