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简称：芯朋微 股票代码：６８８５０８

无锡芯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特别提示
无锡芯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朋微”、“本公司”、“发行人”

或“公司”）股票将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２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公司提醒投资
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 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
盲目跟风“炒新”，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本上市公告书报告期指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一、重要声明与提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所披露信息的真

实、准确、完整，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
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风险因素”章节的内容，注意风险，审
慎决策，理性投资。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
者查阅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上市初
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具体而言，上市初期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１、涨跌幅限制放宽
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在企业上市

首日涨幅限制比例为４４％，跌幅限制比例为３６％，之后涨跌幅限制比例为１０％。
科创板企业上市后５日内，股票交易价格不设涨跌幅限制；上市５日后，涨跌幅
限制比例为２０％。 科创板股票存在股价波动幅度较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深圳
证券交易所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更加剧烈的风险。

２、流通股数量较少
上市初期，因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为３６个月或１２个月，保荐机构跟投

股份锁定期为２４个月，网下限售股锁定期为６个月，本次发行后本公司的无限
售流通股为２５，６６０，５０８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２２．７５％，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
量较少，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３、市盈率处于较高水平的风险
发行人所属行业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代码“Ｉ６５”），截止２０２０年７月８

日 （Ｔ－３日），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６５．８１倍。 本次发行价格为２８．３０元 ／股，公司本次发行对应的市盈率情况如下：
（１）３６．１８倍 （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１９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
计算）；

（２）３９．１２倍 （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１９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
计算）；

（３）４８．２４倍 （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１９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计算）；

（４）５２．１６倍 （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１９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计算）。

公司市盈率处于较高水平， 虽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代码“Ｉ６５”）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６５．８１倍，但仍存在未来股价
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４、融资融券风险
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价格波动风

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券会
加剧标的股票的价格波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行融
资时，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还得承担新投资股票价
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保证金追加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交易
过程中需要全程监控担保比率水平， 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的维持保
证金比例；流动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资购券或卖券
还款、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二、特别风险提示
（一）市场竞争加剧及各类产品销量波动的风险
从整体市场份额来看， 目前国内电源管理芯片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仍主要

为欧美企业，占据了８０％以上的市场份额，另外日、韩、台资企业也占据了一定
份额，因此国内企业目前尚无法与德州仪器（ＴＩ）、ＰＩ、芯源（ＭＰＳ）等企业在产
销规模上竞争。从国内品牌看，公司在电源管理芯片领域的市场占有率低于士
兰微（６００４６０．ＳＨ）和圣邦股份（３００６６１．ＳＺ）。 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较低，在技术
实力、市场份额方面和境外竞争对手相比均存在差距，面临较大的国内外品牌
的竞争风险。若竞争对手利用其品牌、技术、资金优势，加大在公司所处市场领
域的投入，可能对发行人市场份额和销售额形成挤压，从而影响发行人的盈利
能力。

根据下游应用领域不同，发行人电源管理芯片可分为家用电器类芯片、标
准电源类芯片、移动数码类芯片和工业驱动类芯片四大类。 从各细分产品看，
报告期内，发行人各类产品销量存在波动。 其中，移动数码类芯片销量分别为

２７，４０３．０４万颗、２３，７５４．６３万颗和２２，８１７．９０万颗，销量下降；标准电源类芯片销
量分别为１７，９７９．９６万颗、２０，１７２．８４万颗和１７，１４２．９５万颗，先上升后下降。前述
产品均是公司的主要产品 ，２０１９年移动数码类芯片占发行人销售收入的

１６．８４％，标准电源类芯片占发行人销售收入的２７．７２％，若各产品面对的目标市
场需求不足、竞争加剧或竞争对手提供性价比更高的产品导致客户认证失败，
将导致发行人收入增长不及预期，公司经营业绩将面临波动风险。

（二）主要客户经营情况变化的风险
实达集团（６００７３４．ＳＨ）下属子公司深圳市睿德电子实业有限公司为发行

人客户，２０１９年从经销商仁荣电子的客户转为发行人直销客户，２０１９年发行人
对睿德电子销售１，２３０．２１万元，占发行人营业收入的３．６７％；发行人给予睿德
电子的账期较长， 按发货计算的账期为１５０天，２０１９年末发行人对睿德电子应
收账款账面余额为８０２．０７万元，占发行人应收账款余额的９．３２％。

根据实达集团发布的公告，２０１８年度实达集团亏损２．６７亿元，２０１９年度业
绩预计亏损约１６亿元到２１．５亿元。 发行人主要客户睿德电子的母公司实达集
团经营情况存在变化的风险，如果实达集团经营情况未能好转，可能导致发行
人对该客户的销售不能持续、应收账款不能及时收回，从而对发行人经营产生
不利影响。

（三）客户认证失败的风险
客户认证是指客户对发行人提供的产品进行测试和上机验证， 每一型

号产品在导入每一客户的每一款产品进行批量供应前， 都需要进行客户认
证。发行人芯片产品需要通过客户测试认证才能进入批量供应。通常重要的
认证流程包括：单芯片电性能评估、系统级测试、可靠性测试、试产评估等。
规模较大的客户的测试认证流程平均长达一年之久。 因下游产品存在更新
迭代，不论新老客户，每年都会有多款新产品需要进行客户认证，若客户测
试认证失败，存在客户选择其他公司产品进行测试认证的可能，从而导致该
款芯片不能在客户该款产品中形成销售。 若发行人连续多款产品在同一客
户中认证失败，有可能导致客户对发行人产品品质产生质疑，从而导致发行
人不能获得新客户或丢失原有客户，导致发行人收入和市场份额下降，进行
对发行人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由于此类认证工作发生频率很高，且大部
分认证工作由客户或经销商主导， 因此发行人未能取得客户认证失败率的
客观数据，经保荐机构核查，报告期内，未发生因发行人产品认证多次不通
过导致客户流失的情形。

（四）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１、上游供应商复工复产情况：上游供应商均未地处疫情严重地区，华润微
电子、华天科技、长电科技等供应商春节后至２月末存在不同程度停工停产，导
致产品供应不能按原计划进行， 并可能导致疫情结束后因下游需求突增导致
供应商产能紧张，从而导致公司产品不能及时供应。进入３月份以来，上游主要
供应商均已全面复工复产；

２、下游客户复工复产情况：公司主要客户分布于广东、江苏，下游家电、消
费电子等终端客户也主要分布于广东、江苏、浙江等地，下游家电、消费电子制
造业春节后至２月末存在不同程度停工停产，导致需求减少。 进入３月份以来，
下游主要客户均已全面复工复产；

３、发行人自身复工复产情况：一季度公司各办公场所存在不同程度停工
停产，母公司芯朋微于２月１０日起逐步复工，至３月２日全面复工；子公司苏州博
创于２月１４日起逐步复工，至３月９日全面复工；子公司深圳芯朋于２月１８日起逐
步复工， 至３月６日全面复工。 公司严格落实各级政府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要
求，进入３月份以来，已全面复工复产；

４、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受到疫情冲击，从而造成家电、消费电子等行业需
求萎缩。 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６．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预测２０２０年全球经济将收缩３％。 如果全球疫情在较长时间内不能得到有效控
制，将造成下游家电、消费电子等行业需求萎缩，从而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
不利影响。

（五）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不能持续的风险
报告期内， 发行人享受税收优惠的金额分别为８４５．７６万元、８１２．２５万元

和１，０７２．０６万元，占当期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１６．４３％、１３．７６％和１４．７３％，主
要为重点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根据《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
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２０１２］２７号）以及《关
于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２０１６］
４９号），发行人符合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
税收优惠条件，２０１９年度按照１０％的优惠税率预缴企业所得税。 如果重点集
成电路设计企业税收优惠无法延续，２０１９年度按法定企业所得税税率２５％计
算，发行人２０１９年度当期所得税将增加１，０６０．５５万元，占当期利润总额的比
例为１４．５７％。 若发行人重点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资格不能持续获得，或者重点
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幅度减少或取消， 将对发行人的盈利能
力产生一定不利影响。

报告期各期， 发行人政府补助对利润总额的贡献分别为９００．０１万元、

５９７．１０万元和５２８．４２万元， 占当期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１７．４８％、１０．１２％和

７．２６％，政府补助金额和占利润总额的比例均较大。 政府补助记入发行人非经
常性损益，且发行人未来能否持续获得大额政府补助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存在
因政府补助波动导致净利润波动的风险。

报告期内， 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占发行人利润总额的比例合计分别为

３３．９１％、２３．８８％和２１．９９％，占比较高。 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均存在不能持续的
风险，若不能持续取得，将对发行人盈利能力产品不利影响。

（六）募集资金投资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于大功率电源管理芯片开发及产业化项目、工业级

驱动芯片的模块开发及产业化项目、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投
资总额分别为１７，５６６．３５万元 、１５，５１５．１４万元 、７，４９５．０９万元和 １６，０００．００万
元，其中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投资合计２３，２１０．４１万元，测算期前三年折旧摊
销总额分别为６８５．２８万元、２，０９２．２０万元和３，０３２．３４万元。 假设未来年度毛利
率维持２０１９年度综合毛利率３９．７５％，在募投项目实施后的前三年，发行人需
要增加营业收入１，７２３．９７万元、５，２６３．４０万元和７，６２８．５３万元， 以抵销折旧摊
销导致的成本费用增加。同时，若募投项目顺利实施，随着项目研发的推进和
收入的增长，实施期前两年，需要增加３，１３９．３４万元、４，９４７．５７万元费用性投
入。 若现有业务未来年度增长金额不及预期，募投项目的实施将对公司的盈
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导致公司盈利能力下降、资产收益率下降，甚至出现利
润下滑的风险。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３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同意无锡芯朋微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１２１６号），同
意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具体内容如下：

“一、同意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 你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招股说明书

和发行承销方案实施。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１２个月内有效。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

应及时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
二、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本公司股票上市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２０２０］２０７号批准。

公司发行的Ａ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Ａ股股本为１１，２８０万
股（每股面值１．００元），其中２，５６６．０５０８万股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２日起上市交易。 证券
简称为“芯朋微”，证券代码为“６８８５０８”。

三、上市地点及上市板块
（一）上市地点
上市地点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上市板块
上市板块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四、上市时间
上市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２日。
五、股票简称
股票简称为“芯朋微”。
六、股票扩位简称
股票扩位简称为“芯朋微电子”。
七、股票代码
股票代码为６８８５０８。
八、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
本次发行后总股本为１１２，８００，０００股。
九、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２８，２００，０００股，均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十、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为２５，６６０，５０８股。
十一、本次上市的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
本次上市的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为８７，１３９，４９２股。
十二、战略投资者在首次公开发行中获得配售的股票数量
战略投资者在首次公开发行中获得配售的股票数量为１，４１０，０００股。
十三、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合计８，４６０万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立

新锁定期为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机构股东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基金”）的股份锁定期为自公司完成增资扩股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之日（即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５日）起３６个月；机构股东南京俱成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京俱成秋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７５万股
股份锁定期为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 ，２５万股股份锁定期为上市之日起１２个
月；机构股东北京芯动能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的股份锁定期为上市之日起

３６个月；机构股东元禾华创（苏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州疌泉致芯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７５万股股份锁定期为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７２．７
万股股份锁定期为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其他原始股东锁定期为上市之日起

１２个月。
十四、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立新承诺如下：
“（１）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

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本
人所持有的该等股份；

（２）若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该等股票的减持
价格将不低于发行价（若发生除息、除权行为，则相应调整价格），公司上市
后６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
后６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６
个月；

（３）所持股份锁定期满后，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２５％；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４）作为核心技术人员，本人所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
起４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

２５％，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５）所持首发前股份在锁定期满后减持的，本人将按照届时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明确并披露公司的控制权安排，保

证公司持续稳定经营；
（６）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
（二）担任公司董事的股东承诺
担任公司董事的股东薛伟明、易扬波、李志宏（离任）承诺如下：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所
持有的该等股份。

若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该等股票的减持价格
将不低于发行价（若发生除息、除权行为，则相应调整价格），公司上市后６个月
内，如公司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６个月期
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６个月。 本人所
持股份锁定期满后，在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２５％；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
（三）担任公司监事的股东承诺
担任公司监事的股东张韬、李海松承诺如下：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所
持有的该等股份。

本人所持股份锁定期满后，在担任公司监事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２５％；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四）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承诺
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薛伟明、易扬波、周飙、薛琳琪承诺如下：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所
持有的该等股份。

若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该等股票的减持价格
将不低于发行价（若发生除息、除权行为，则相应调整价格），公司上市后６个月
内，如公司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６个月期
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６个月。 本人所
持股份锁定期满后，在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２５％；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
（五）担任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的股东承诺
担任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的股东张立新、易扬波、张韬、李海松承诺如下：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内和本人离职后６个月内， 本人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所持有的该等股份。

自本人所持本次公开发行前股票限售期满之日起４年内，本人每年转让的
本次公开发行前所持公司股份不得超过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前股份总数的
２５％，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
（六）其他持股５％以上的股东承诺
发行人持股５％以上机构股东大基金承诺：
“１、自公司完成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即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５日）起３

年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机构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机构所持有的该等股份。

２、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
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本承诺， 则本机构直接和间接所持公司股份锁定
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３、本机构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机构减持公司的股份时将严格
遵守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

（七）其他股东承诺
发行人机构股东南京俱成秋实承诺如下：
“１、本机构受让实际控制人张立新持有的芯朋微股份７５万股和公司股东陈

健持有的芯朋微股份２５万股， 分别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内和自公司
股票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机构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本机构所持有的
该等股份。

２、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
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本承诺， 则本机构直接和间接所持公司股份锁定
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３、本机构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机构减持公司的股份时将严格
遵守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

发行人机构股东北京芯动能承诺如下：
“１、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机构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本
机构所持有的该等股份。

２、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
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本承诺， 则本机构直接和间接所持公司股份锁定
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３、本机构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机构减持公司的股份时将严格
遵守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

发行人机构股东苏州疌泉致芯承诺如下：
“１、本机构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机构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张立
新处受让的７５万股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机构所持有的该等股份。

２、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机构持
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７２．７万股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本机
构所持有的该等股份。

３、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
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本承诺， 则本机构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和限售条
件将按该等规定和要求另行签订承诺函执行。

４、本机构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机构减持公司的股份时将严格
遵守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

其他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根据《公司法》，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
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十五、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限售安排
保荐机构全资子公司华林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跟投获配股票的限

售期为２４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
算。

本次发行中网下发行部分，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
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１０％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算），将根据摇号抽签结果设置６个月的限售期，限售期自本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根据摇号结果，１０％的最终获
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３１６个，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
量为１，１２９，４９２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总量的７．０３％，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４．２２％。

十六、股票登记机构
股票登记机构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七、上市保荐机构
上市保荐机构为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十八、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
（一）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

规则》，发行人选择如下具体上市标准为：
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１０亿元， 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

低于人民币５，０００万元，或者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１０亿元，最近一年净利润
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１亿元。

（二）公开发行后达到所选定的上市标准及其说明
本次发行价格为２８．３０元 ／股，本公司股份总数为１１，２８０万股，上市时市值

为３１．９２亿元，不低于人民币１０亿元。 发行人２０１８年度、２０１９年度公司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４，８２８．９８万元、６，１１９．６３万
元，累计超过人民币５，０００万元，满足发行人选择的上市标准。

第三节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股东持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无锡芯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Ｗｕｘｉ Ｃｈｉｐｏｗｎ 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法定代表人 张立新

有限公司设立日期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３日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３０日

本次发行前注册资本 ８，４６０万元

本次发行后注册资本 １１，２８０万元

经营范围
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及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 、销售及相关
技术服务；自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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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业务
公司为集成电路（也称芯片、ＩＣ）设计企业，主营业务为电源管
理集成电路的研发和销售。

所属行业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发行人属于
“Ｉ６５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注册地址 无锡新吴区龙山路２－１８－２４０１、２４０２

邮政编码 ２１４０２８

电话 ０５１０－８５２１７７１８

传真号码 ０５１０－８５２１７７２８

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ｐｏｗｎ．ｃｏｍ．ｃｎ

电子邮箱 ｉｒ＠ｃｈｉｐｏｗｎ．ｃｏｍ．ｃｎ

负责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的部门 、
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和电话号码：

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负责人：周飙
电话号码：０５１０－８５２１７７１８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张立新，本次发行前，持有公司３，４３０．１０万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４０．５４％。
张立新，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现任发行人董事长，其住址为

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五爱家园＊＊＊， 身份证号码为３２０１０２１９６６０８１５＊＊＊
＊。

（二）本次发行后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图
本次发行后，张立新持有公司３０．４１％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图如下：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董事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本届任期 持股情况 限售期

张立新 董事长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０日－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１０日 直接持有公司３，４３０．１０万股 ３６个月

薛伟明 董事、总经理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０日－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１０日 直接持有公司１９９．６０万股 １２个月

易扬波 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０日－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１０日 直接持有公司４７３．２０万股 １２个月

周崇远 董事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５日－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１０日 无 －

杜红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０日－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１０日 无 －

肖虹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０日－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１０日 无 －

陈军宁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０日－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１０日 无 －

（二）监事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本届任期 持股情况 限售期

张韬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０日－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１０日 直接持有公司１３３．６０万股 １２个月

李海松 职工代表
监事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０日－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１０日 直接持有公司１２．８０万股 １２个月

蔡红 职工代表
监事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９日－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１０日 无 －

（三）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本届任期 持股情况 限售期

薛伟明 总经理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７日－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１０日 直接持有公司１９９．６０万股 １２个月

易扬波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３日－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１０日 直接持有公司４７３．２０万股 １２个月

周飙 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３日－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１０日 直接持有公司３８０．１０万股 １２个月

薛琳琪 财务总监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３日－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１０日 直接持有公司７．４８６８万股 １２个月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持有公司债券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

员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债券的情况。
（五）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锁定承诺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锁定承诺参见本上市公告书“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之“十四、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四、核心技术人员
（一）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持股情况

１ 张立新 董事长 直接持有公司３，４３０．１０万股

２ 易扬波 董事、副总经理 直接持有公司４７３．２０万股

３ 张韬 监事会主席、设计总监 直接持有公司１３３．６０万股

４ 李海松 监事、设计总监 直接持有公司１２．８０万股

（二）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对本次发行前持有股份的锁定承诺
担任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的股东张立新、易扬波、张韬、李海松对本次发行

前持有股份的限售承诺参见本上市公告书“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之“十四、
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五、员工持股计划的人员构成、限售安排等内容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未设立专项资管计划参与战略配售。
六、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８，４６０万股，本次发行２，８２０万股Ａ股，占本次发

行后公司总股本的２５％，本次发行后总股本为１１，２８０万股。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限售期限数量
（股） 占比（％） 数量

（股） 占比（％）

一、限售流通股

张立新 ３４，３０１，０００ ４０．５４４９ ３４，３０１，０００ ３０．４０８７ ３６个月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 ７，５００，０００ ８．８６５２ ７，５００，０００ ６．６４８９

自公司完成增资
扩股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之日起３６
个月

易扬波 ４，７３２，０００ ５．５９３４ ４，７３２，０００ ４．１９５０ １２个月

周飙 ３，８０１，０００ ４．４９２９ ３，８０１，０００ ３．３６９７ １２个月

李志宏 ３，４０２，５００ ４．０２１９ ３，４０２，５００ ３．０１６４ １２个月

上海聚源聚芯集成电路产
业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
合伙）

２，３８０，０００ ２．８１３２ ２，３８０，０００ ２．１０９９ １２个月

舟山向日葵成长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３７２，０００ ２．８０３８ ２，３７２，０００ ２．１０２８ １２个月

陈健 ２，２７９，０００ ２．６９３９ ２，２７９，０００ ２．０２０４ １２个月

薛伟明 １，９９６，０００ ２．３５９３ １，９９６，０００ １．７６９５ １２个月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
市专用证券账户 １，５２１，２００ １．７９８１ １，５２１，２００ １．３４８６ １２个月

其他员工 ２，６１８，６５２ ３．０９５３ ２，６１８，６５２ ２．３２１５ １２个月

其余股东 １７，６９６，６４８ ２０．９１８０ １７，６９６，６４８ １５．６８８５ １２个月

华林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 － １，４１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４个月

网下限售股份 － － １，１２９，４９２ １．００１３ ６个月

小计 ８４，６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７，１３９，４９２ ７７．２５１３ －

二、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 ２５，６６０，５０８ ２２．７４８７ 无

小计 － － ２５，６６０，５０８ ２２．７４８７ 无

合计 ８４，６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２，８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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