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300405

证券简称：科隆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4

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现金收购聚洵半导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51%股权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1、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
于 2021 年 4 月 2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现金收购聚洵半导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51%股权的议
案》，同意公司收购聚洵半导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或“聚洵半导体”）51%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上述交易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以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拟收购股权涉及的聚洵半导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21〕134 号）为
依据，标的资产作价确定为 4,940.00 万元。本次交易尚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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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将根据交易事项后续进展情况，按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和
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交易存在一定的收购整合风险、商誉减值风险、技术持续创新能力
不足的风险、宏观经济波动和国际贸易摩擦风险等，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二、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8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现金收购聚洵半导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51%股权并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就收购聚洵半

导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聚洵半导体”）51%股
权分别与张智才、蒋宇俊、上海语融电子技术服务部、深圳华秋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嘉立创投资有限公司、王巧艳、上海禅生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7 名交易对
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 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现金收购聚洵半导体科技（上海）有限公
司 51%股权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
（坤元评报〔2021〕134 号），
聚洵半导体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10,316.00 万元。
经各方协商，本次交易聚洵半导体 51%股权作价确定为 4,940.00 万元。本次交
易前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具体如下：
序
号
1
2

张智才
上海语融电子技术服务部

3
4
5
6
7
8

转让前股权
比例（%）
27.54
22.10

转让比例
（%）
10.00
11.00

蒋宇俊

18.36

10.00

1,000.00

8.36

深圳华秋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嘉立创投资有限公
司

10.00

5.00

500.00

10.00

5.00

500.00

5.00
5.00

王巧艳

8.00

8.00

640.00

4.00

2.00

200.00

-

-

-

100.00

51.00

4,940.00

股东姓名/名称

上海禅生半导体科技有限
公司
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合计

转让价格 转让后股权
（万元）
比例（%）
1,000.00
17.54
1,100.00
11.10

2.00
51.00
100.00

标的公司 100%股权作价 10,000.00 万元，交易对象王巧艳由于在本次收购
中全部退出，不参与聚洵半导体日后发展，不承担后续经营风险，经双方友好协
商，标的公司 100%股权作价 8,000.00 万元，王巧艳持有标的公司 8.00%股权的
转让价格为 640.00 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
收购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三、交易对手的基本情况
本次现金收购交易对方为张智才、上海语融电子技术服务部、蒋宇俊、深圳
华秋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嘉立创投资有限公司、王巧艳和上海禅生半导体科技

有限公司。
（一）张智才
姓名
曾用名
性别
国籍

张智才
无
男
中国

身份证号

430923198706******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古桐南路******

通讯地址
境外居留权

上海市浦东新区古桐南路******
无

（二）蒋宇俊
姓名

蒋宇俊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身份证号
住所
通讯地址
境外居留权

中国
362424198510******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环南路******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环南路******
无

（三）上海语融电子技术服务部
公司名称
企业性质
注册资本
注册地点

上海语融电子技术服务部
个人独资企业
3 万元人民币
上海市嘉定区封周路 655 号 14 幢 201 室 J1455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2014-07-30
庞山阳
91310114312190253W

经营范围

从事电子技术、电子产品、电子设备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子设备、电子产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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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深圳华秋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企业性质

深圳华秋电子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174.8402 万人民币

注册地点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都社区中康路 136 号深圳新一代产业
园 1 栋 501
2011-08-15
陈遂佰
91440300581577931W
一般经营项目是：电路板的设计及购销；经营电子商务；电子商务
软件、互联网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电子元器件、电子产品的设

计与购销； 钢网、表面贴装技术贴片的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信息咨询；会务服务；从事广告业务； 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
电路板研发及销售；电子产品表面组装技术销售；（象牙及其制品
除外，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
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电路板的生产；电子
产品表面组装技术加工、组装；电子电器产品、新能源产品、汽车
材料及零件、高分子材料及制品、建材及轻工产品、玩具及婴童产
品、饰品的产品检测、检验、认证、研发及技术服务。

（五）深圳市嘉立创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企业性质

深圳市嘉立创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注册地点

1000 万人民币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景华社区商报路 2 号奥林匹克大厦 2701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2018-03-16
袁江涛
91440300MA5F1FGLXL
创业投资业务；投资科技型企业、集成电路、电子相关产业投资、
投资兴办实业、文化产业，健康产业、旅游项目的投资（具体项目
另行申报）。

（六）王巧艳
姓名

王巧艳

曾用名
性别
国籍

无
女
中国

身份证号
住所

460027197703******
北京市海淀区******

通讯地址
境外居留权

北京市海淀区******
无

（七）上海禅生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企业性质
注册资本

上海禅生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2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点
成立时间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雷路 319 号 2 层 2120 室
2015-04-10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虞维坤
91310115332516310F

经营范围

从事半导体科技、集成电路、电子信息、计算机软硬件领域内的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计算机维护，系统集成，
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金属材料、五金交电、仪器仪表的销售，
机电设备的维修（除特种设备）、销售，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
电信、金融业务），供应链管理，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策划，商务
信息咨询，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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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聚洵半导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96.0783 万人民币

注册地点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盛夏路 560 号 903B 室

成立时间

2016 年 9 月 30 日

法定代表人

张智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MA1K3H7JX9

经营范围

半导体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集成电路的设计、研发，电子产品、通信设备、计算机软硬件的销
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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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权结构
本次投资前，截止本公告日，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1
2

张智才
蒋宇俊

54.00
36.00

54.00
36.00

27.54
18.36

3
4
5
6

语融电子
华秋电子
嘉立创投资
王巧艳

43.33
19.61
19.61
15.69

43.33
19.61
19.61
15.69

22.10
10.00
10.00
8.00

7

禅生半导体

7.84
196.08

7.84
196.08

4.00
100.00

合计

出资比例（%）

3、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聚洵半导体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聚洵半导体科技（上海）有
限公司2020年度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中汇会审[2021]0967
号）。标的公司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

2020.12.31

2019.12.31

资产总计
负债总计

3,763.98
997.97

1,330.89
118.71

所有者权益

2,766.01

1,212.18

利润表主要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4,174.35

963.74

营业利润

2,041.44

160.16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41.44
1,763.83

160.16
158.93

4、资产评估及交易作价情况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聚洵半导体对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
具的《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21〕134 号），聚洵半导体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股东全部权益的账面价值 2,766.01 万元，资产基础法评估价值 4,271.16 万元，
评估增值 1,505.15 万元，增值率为 54.42%；收益法评估的结果为 10,316.00 万
元，评估增值 7,549.99 万元，增值率为 272.96%。
本次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10,316.00 万元作为聚洵半导体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经各方协商，本次收购聚洵半导体 51%股权作价确定为
4,940.00 万元。
5、主营业务情况
聚洵半导体是一家专注于模拟集成电路芯片研发和销售的集成电路设计企
业。自成立以来，公司始终坚持研发高性能、高质量和高可靠性的模拟集成电路
产品，目前已拥有超过 80 款可供销售的产品型号。公司的产品以信号链模拟芯
片运算放大器为主，并逐渐向信号链模拟芯片数据转换器和数据接口芯片，以及
电源管理模拟芯片拓展，其应用范围涵盖仪器仪表、通讯网络、消费电子、多媒
体、工业自动控制、液晶显示、汽车电子、可穿戴设备和物联网等众多领域。
五、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受让方）：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1：张智才
乙方 2：上海语融电子技术服务部
乙方 3：蒋宇俊
乙方 4：深圳华秋电子有限公司

乙方 5：深圳市嘉立创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 6：王巧艳
乙方 7：上海禅生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一）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和支付
公司拟以现金 4,940.00 万元人民币购买交易对方张智才、上海语融电子技
术服务部、蒋宇俊、深圳华秋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嘉立创投资有限公司、王巧
艳和上海禅生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标的公司合计 51.00%股权。各方经
协商，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
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载明的标的资产评估价格为依据确定本次交易价格。
甲方需在完成工商变更后十个工作日内，将上述股权转让款支付至乙方指定
账户。
（二）过渡期安排
乙方同意在本次股权转让协议通过甲方股东大会审议后 15 日内，协助甲方
备齐全部资料到工商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其持有标的公司对应股
权过户至甲方名下。交割日为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至交割日期间为过渡期。
过渡期间，乙方不得对标的资产的利润进行分配；如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发
生亏损，则亏损部分由乙方按持有标的资产的比例以现金方式向标的资产补足。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标的公司账面未分配利润累计的最终金额以审计后的
累计净利润为准，该等未分配利润由本次交易完成后的标的公司全体股东按届时
持股比例享有。
（三）剩余股权收购计划
若标的公司完成下述所有条件，则甲方同意按照不高于标的公司届时具有证
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的评估价格收购乙方持有的
标的公司剩余 49.00%的股权，甲方届时与乙方另行签订相关协议约定收购事项：
（1）标的公司 2021、2022、2023 年经甲方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累计
完成 4,788 万元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为准）；
（2）标的公司 2023 年经甲方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完成不低于 2,028
万元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为准）。
（3）2023 年标的公司应收账款全部收回或达到 85%以上（以经甲方认可的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值为准）。
（四）标的公司治理安排
各方同意，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将对聚洵半导体的章程进行修改并对标的
公司治理作出不限于以下调整：
（1）聚洵半导体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名，由甲方指定人员担任；
（2）聚洵半导体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一名，由甲方指定人员担任；
（3）聚洵半导体设总经理 1 名，由标的公司执行董事选举人选担任，法定
代表人由甲方指定人员担任；
（4）聚洵半导体的财务总监由甲方派驻人员担任，聚洵半导体财务部门、
资金部门归甲方统一管理；
（五）协议的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各方签署日起成立，在下述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之日（以最后一个条
件的满足日为准）正式生效。本协议任何一项先决条件未能得到满足，本协议自
始无效：
（1）标的公司审计评估等工作完成，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出具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
（2）甲方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及相关事项；
（3）标的公司之有权机构审批同意本次交易及相关事项。
本协议有效期：自满足上述各项先决条件生效之日起计算，至本次股权转让
涉及的有关事项最终全部完成日止。
六、收购资产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1、模拟集成电路行业蓬勃发展
标的公司的主要产品是信号链芯片信号放大器，是模拟集成电路领域最重要
的产品之一。未来，伴随着电子产品在人类生活的更广泛普及以及 5G 通信、物
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革命为整个行业的下一轮进化提供了动力，集成电
路行业有望长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模拟集成电路在整个行业中占比稳定，随着
电子产品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展和市场需求的深层次提高，拥有“品类多、应用广”

特性的模拟芯片将成为电子产业创新发展的新动力之一。根据 ICInsights 预测，
2018 年到 2023 年模拟集成电路市场规模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7.40%，高于
整体集成电路市场的 6.80%，创造出超过 200.00 亿美金的需求空间。
2、国家鼓励企业并购重组，本次交易有利于企业的持续发展
近年来，一系列鼓励、支持企业并购重组的政策密集出台，资本市场的并购
重组非常活跃，一大批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2018 年 8
月，由国家发改委等五部委联合印发的《2018 年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要点》提
出，要积极推动企业兼并重组，深化产融合作，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并购重组中
的主渠道作用，加大对基于产业整合的并购重组的支持力度。
2018 年 10 月以来，证监会连续发布了《关于并购重组“小额快速”审核适用
情形的相关问题与解答》《关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的
相关问题与解答（2018 年修订）》和《证监会试点定向可转债并购支持上市公
司发展》等多项政策，为企业并购重组提供便利，有利于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企
业并购重组过程中的主渠道作用。国家政策层面鼓励通过资产重组，有利于产业
整合和资源优化，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科隆股份进行本
次交易，符合国家政策，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
3、国家大力倡导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
2020 年 8 月 4 日，国务院正式发布《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
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对新时期加快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出
了若干重大支持政策，强调了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是信息产业的核心，是引
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内容涉及八个方面：财税、投融资、
研究开发、进出口、人才、知识产权、市场应用、国际合作，明确了一系列优惠
政策，包括对不同制程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或项目实行不同的定向税收优惠政策，
对集成电路设计、装备、材料、封装、测试企业和软件实行所得税优惠政策；鼓
励和支持集成电路企业、软件企业加强资源整合，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并购重组；
支持相关企业境内外上市融资等。
《若干政策》的出台将进一步弥补我国在集成电路产业的短板，带动集成电
路产业布局的重新调整，更多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下，增强集成电路企业技术研发
实力和应用能力，推动产业快速发展，长远来看，对于中国的集成电路企业带来

了快速的发展机会。
4、模拟芯片信号链芯片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除特定用途的模拟芯片外，模拟芯片按大致功能可以分为信号链模拟芯片和
电源管理模拟芯片两大类。由于模拟芯片拥有“种类多，应用广”的特点，信号
链模拟芯片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以放大器和比较器为代表的线性产品、以 ADC 和
DAC 为代表的转换器产品及各类接口产品。受益于较长的生命周期和较分散的
应用场景，信号链模拟芯片的市场在近几年发展态势良好，行业规模稳步增长。
IC Insights 的报告显示，全球信号链模拟芯片的市场规模将从 2016 年的 84 亿美
金增长至 2023 年的 118 亿美金，平均年化复合增长率约 5.00%。在 2019 年，放
大器和比较器（线性产品类）是市场规模占比最高的品类，约占信号链模拟芯片
市场规模的 39%。
信号链模拟芯片的应用领域十分广泛，可以应用在人工智能、信息通讯、汽
车电子、可穿戴设备等新型领域，也可应用在仪器仪表、多媒体、消费电子、工
业控制等传统领域，广泛的下游应用市场带给信号链芯片企业更大的发展机遇。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1、拓宽上市公司业务链，提升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上市公司属于化工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行业，主要产品为聚醚单体、聚羧
酸系高性能减水剂等表面活性剂和功能型新材料。近年来，受宏观经济增速的放
缓，化工品价格的大幅波动和下行，以及今年疫情影响下终端需求不振，公司利
润的增长面临着许多不确定性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在有效地实施各项经
营管理计划，通过优化管理模式，进一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制造水平，提升公
司本身经营水平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着眼于战略性新兴行业
作为市场拓展的新突破，在电子行业和电子化学品行业进行布局，规划未来在传
统领域和新兴领域通过对公司战略规划的贯彻实施，提高公司综合能力和抗风险
能力。
2、增强上市公司未来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聚洵半导体作为一个成长期的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和
未来发展的潜力，本次交易完成后，聚洵半导体将成为科隆股份的控股子公司，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本次交易将为上市公司培养新的利润增长点，进一步增强上

市公司未来整体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而提升上市公司价值，更好地回
报股东。
（三）本次交易的必要性
本次交易对于上市公司具有必要性，具体如下：
1、传统化工行业下游需求不振，原有业务发展增速减缓
上市公司属于化工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行业，主要产品为聚醚单体、聚羧
酸系高性能减水剂等表面活性剂和功能型新材料。近年来，受宏观经济增速的放
缓，化工品价格的大幅波动和下行，以及今年疫情影响下终端需求不振，公司利
润水平表现出不稳定的波动和下滑的趋势，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公司
净利润分别为-10,158.61 万元、956.88 万元和-5,164.95 万元（2020 年净利润数据
为业绩快报数据，实际数据以最终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原有经营范围下公司
的业绩增长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虽然公司在有效地实施各项经营管理计划，通过优化管理模式，进一步提高
技术创新能力和制造水平，提升公司本身经营水平，但是在传统化工行业不振的
大环境下，上市公司同时也在着眼于战略性新兴行业作为市场拓展的新突破，规
划未来在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通过对公司战略规划的贯彻实施，提高公司综合能
力和抗风险能力，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利润，拓宽业绩增长区间，切实的回报上
市公司股东。
2、标的公司处于快速成长阶段，为公司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聚洵半导体所处的芯片设计行业处在快速发展的阶段，根据 IC Insights 的统
计，全球信号链芯片市场的平均年化复合增长率约 5.00%。聚洵半导体作为一个
处于成长期的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近年来利润持续增长，2019 年度、2020
年年度经审计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158.93 万元和 1,763.83 万元，具备较强的盈利
能力。本次交易完成后，聚洵半导体将成为科隆股份的控股公司，纳入合并报表
范围，将为上市公司培养新的利润增长点，进一步增强上市公司未来整体盈利能
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而提升上市公司价值，更好地回报股东，并助力国产集
成电路芯片设计研发及制造的长期发展，本次交易具备商业实质。
3、本次交易具备明确的发展战略，通过合作互利共赢

本次交易完成后，科隆股份主营业务包括模拟集成电路板块和环氧乙烷衍生
品业务板块，公司将坚持稳步发展的原有化工板块经营业务，通过升级原有工艺
技术、加强对子公司管理运作、提高成本管控能力及注重新产品研发投入等方式
确保公司的环氧乙烷衍生品业务保持稳健发展，同时通过建立健全聚洵半导体的
内部控制制度、派驻相关执行董事、财务总监、法务等人员确保对标的公司日常
运作的监督管理、充分利用上市公司平台为标的公司发展提供融资渠道、提升企
业形象、拓展业务市场等方式促进聚洵半导体业绩持续高速发展，减少整合成本，
进一步增强上市公司未来整体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上市公司价值。
本次交易存在切实的提高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需求和明确的规划，通过本次
收购可以提高上市公司经营利润，拓宽业绩增长空间，因此本次重组存在必要性。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拓展原有经营领域，扩充未来发展方向
上市公司主要从事环氧乙烷衍生品深加工技术研制开发、生产与应用，立足
于精细化工新材料领域，以环氧乙烷为主要原料，以“精细、专业、特性、创新”
为技术特色，生产各类表面活性剂、功能型新材料等精细化工产品。公司主要产
品系以环氧乙烷为主要原材料加工制造各种精细化工产品。其中，以聚醚单体、
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包括聚羧酸减水剂浓缩液及聚羧酸泵送剂）为主，晶硅
切割液及其它环氧乙烷衍生品为辅。
聚洵半导体是一家专注于模拟集成电路芯片研发和销售的集成电路设计企
业。公司的产品以信号链模拟芯片运算放大器为主，并逐渐向信号链模拟芯片数
据转换器和数据接口芯片，以及电源管理模拟芯片拓展，其应用范围涵盖仪器仪
表、通讯网络、消费电子、多媒体、工业自动控制、液晶显示、汽车电子、可穿
戴设备和物联网等众多领域。
通过本次收购，上市公司将新增模拟集成电路芯片的研发和销售业务，首次
将业务板块延伸在化工行业领域之外，并在电子及电子化学品市场进行布局，有
利于企业整体价值得到有效提升，有助于增强上市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2、开发新的业绩增长点，提高盈利水平和抗风险能力
经审计后的财务数据显示，聚洵半导体自 2018 年开始持续盈利，营业利润
和净利润均保持稳定增长态势，通过本次收购，上市公司将聚洵半导体纳入合并

体系后，将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和抗风险能力。
同时，上市公司较强的资金实力和融资能力也能为聚洵半导体的发展提供强
有力的支持，增强其在芯片研发力度和品质提升方面的投入。研发能力是芯片设
计企业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在上市公司的支持下，聚洵半导体将在现有研
发投入和市场拓展的基础上，坚持技术和产品的持续创新，扩大现有产品种类，
不断完成产品迭代升级，满足模拟集成电路在各个下游细分市场上的各种需求，
进一步提高公司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继续保持和实现营业销售额与利润的稳
步增长。
七、相关风险
1、收购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聚洵半导体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拓展上市公司
在半导体集成电路领域的业务，作为不同的经营主体独立运作经营。但从公司经
营和资源整合的角度，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仍需在企业文化、组织模式、财务管
理与内部控制、人力资源管理、技术研发管理、业务合作等方面进行一定的融合。
本次交易完成后，能否通过整合保证上市公司对标的公司的控制力并保持标
的公司原有竞争优势具有不确定性，若整合未能顺利的进行，可能会对标的公司
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从而给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造成一定的影响。
2、商誉减值风险
本次交易预计将确认较大金额的商誉，由于标的公司盈利能力受到多方面因
素的影响，进而可能存在较大波动，如果标的公司未来经营状况未达预期，则存
在商誉减值的风险，将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
3、技术持续创新能力不足的风险
标的公司主要产品为模拟集成电路芯片，属于集成电路设计行业。随着市场
竞争的加剧以及终端客户对产品个性化需求的不断提高，行业中新技术、新产品
不断涌现，聚洵半导体需要根据技术发展趋势和终端客户需求不断升级更新现有
产品并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从而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保持技术先
进性和产品竞争力。一般情况下模拟集成电路的生命周期较长，但近年来下游应
用如人工智能、物联网、高速通信等新兴领域的迅速发展，对模拟芯片的性能和
技术等方面提出了新要求。只有始终处于技术创新的前沿，加快研发成果产业化

的进程，模拟集成电路企业才能获得较高的利润水平。如果无法保持持续创新能
力，标的公司未来的业务发展将会受到较大的阻力。
4、宏观经济波动和国际贸易摩擦风险
标的公司的主要产品模拟集成电路信号放大器属于半导体行业，是面临全球
化的竞争与合作并得到国家政策大力支持的行业，受到国内外宏观经济、行业法
规和贸易政策等宏观环境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升级，集成电
路产业成为贸易冲突的重点领域。部分国家通过贸易保护的手段，限制我国集成
电路产业的进出口，对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造成了客观不利影响。集成电路是高
度全球化的产业，如果国际贸易摩擦加剧，未来宏观经济发生不利变化，可能会
导致相关市场及行业对公司产品的需求下降，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会对公司经
营带来不利影响。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4、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
5、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