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88321

证券简称：微芯生物

公告编号：2022-035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成都微芯新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增资
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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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成都微芯新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微芯新域”）；
 投资金额：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微芯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微
芯”）的全资子公司微芯新域为满足业务发展需要，拟将注册
资本由100万元人民币增加至1000万元人民币，其中成都微芯
拟使用自有资金600万元人民币认缴微芯新域新增注册资本
600万元人民币，成都海新康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和成都海新睿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分别使用自
有资金150万元人民币认缴微芯新域新增注册资本各150万元
人民币。本次增资完成后，成都微芯合计认缴微芯新域的注册
资本为700万元人民币，占增资后微芯新域注册资本的70%；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科创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特别规定》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风险提示：微芯新域目前仍处于业务投入期，未来业务发展情
况能否达到预期，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2022 年 6 月 9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微芯与成都海新康
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成都海新睿达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签署《关于成都微芯新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
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或“协议”），成都微芯拟
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600 万元认缴微芯新域新增注册资本 600 万
元人民币，成都海新康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成都
海新睿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拟分别使用自有资金 150
万元人民币认缴微芯新域新增注册资本各 150 万元人民币。本次
增资完成后，
微芯新域的注册资本由 100 万元人民币增加至 1000
万元人民币，成都微芯合计认缴微芯新域的注册资本为 700 万元
人民币，占增资后微芯新域注册资本的 70%，微芯新域成为成都
微芯的控股子公司，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名称）
成都微芯药业有限公司
成都海新康成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成都海新睿达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700

70%

150

15%

150

15%

2、董事会审议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微芯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
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也无需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3、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成都微芯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成都微芯药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098314955N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住所

成都高新区新通南一路 18 号

法定代表人

XIANPING LU

注册资本

60,000 万人民币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分支机构经营】；药品批发；
药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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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经营范围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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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14-04-28
出资人名称/姓名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股权结构
微芯生物

60,000

100.00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成都微芯总资产为 94,184.77
万元，净资产为 50,301.83 万元；2021 年度，成都微
主要财务数据
芯营业收入为 352.10 万元，净利润为-4,948.09 万
元。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系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成都海新康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成都海新康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ABMNLLG45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益州大道中段

722 号 4 栋 9 楼 909 号
法定代表人

王欣昊

注册资本

150 万元人民币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

经营范围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22 年 5 月 30 日
出资人名称/姓名

股权结构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王欣昊

75

50

山松

75

50

主要财务数据

该企业成立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暂无财务数据。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系设立的员工持股平台

3、成都海新睿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成都海新睿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ABMF9DN4X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益州大道中段

住所
722 号 4 栋 9 楼 910 号
法定代表人

刘英平

注册资本

150 万元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

经营范围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22 年 5 月 30 日
出资人名称/姓名

股权结构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刘英平

75

50

陈静

75

50

主要财务数据

该企业成立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暂无财务数据。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系设立的员工持股平台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成都微芯新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海鸥
注册资本：100 万元（本次拟增资至 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21 年 8 月 17 日
住所：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双流区生物城中路二段 18 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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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芯新域主要从事大分子创新药的研发，自 2022 年 1 月 1
日开始正式运营。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微芯新域总资产为
552.62 万元，净资产为-26.13 万元；2022 年 1-3 月，微芯新域
营业收入为 0 元，净利润为-126.13 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本次增资前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成都微芯药业有限公司

100

100%

合计

100

100%

本次增资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成都微芯药业有限公司

700

70%

150

15%

150

15%

成都海新康成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成都海新睿达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

1000

100%

三、本次增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微芯新域的增资有助于公司加大对大分子研发领域的
投入，建立人才的激励机制与架构，有助于公司加速推进大分子
领域的研发进度，进一步丰富公司在研产品管线，符合公司的战
略发展规划和股东的利益。前述增资金额将随着微芯新域的研发
项目进展而分期投入，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同时考虑到临床试验、审批的结果以及时间都具有一定的不确定
性，研发周期长、投入大，过程中不可预测因素较多，可能面临
研究进展缓慢和临床研究结果失败而无法收回前期投入的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防范投资风险，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