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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7月6日 星期一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之专项核查报告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芯国际” 或“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已于2020年6月19日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于2020年6

月29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或“证监会” ）证监许

可[2020]1278号文注册同意。

本次发行的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通证券”或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金公司”或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泰君安”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国开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证券”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 ）（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8年修订）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 （试行）》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以下简称 “《实施办法》” ）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以下简称 “《业务指引》” ）

《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以下简称 “《业务规范》” ） 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其他相关文件的规定，联席主承销商针对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战略配售资格进行核查，出具本核查报告。

一、本次发行并上市的批准与授权

（一）发行人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

2020年4月30日，发行人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批准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批准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相关

事宜》《批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募

集资金用途》等与本次发行并上市相关的议案，决定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并将该等议

案提交股东特别大会审议。

（二）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与授权

2020年6月1日，发行人召开股东特别大会，逐项表决并审议通过了《有关人民币

股份发行及特别授权之决议案》《有关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人民币股票发行有关

的事宜之决议案》《有关人民币股份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之决议案》等与本次发行并

上市相关的议案。 其中，《有关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人民币股票发行有关的事宜之

决议案》中明确：“根据股东大会批准的原则，按照证券发行监管部门的要求，并依据

公司的实际情况，与承销机构协商确定并实施本次A股发行的有关具体方案，包括但

不限于：发行规模、超额配售选择权的具体实施方案、可能涉及的战略配售（包括配

售比例、配售对象）、定价方式、发行方式、承销方式、发行时间、发行对象、本公司重

大承诺事项等；除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必须由股东

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对本次A股发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调整

还包括暂停、终止发行方案的实施）” 。

（三）上交所、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审核和注册

2020年6月19日，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发布《科创板上市委2020年第47

次审议会议结果公告》。根据该公告内容，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于2020年6月

19日召开2020年第47次会议已经审议同意中芯国际本次发行上市（首发）。

2020年6月29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同意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 1278号），同意中芯国际公开发行A

股并上市的注册申请。

二、战略投资者的名单和配售股票数量

根据发行人、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订的战略投资者协

议，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的战略配售的相关方案如下：

（一）战略配售对象的确定

本次发行中，战略投资者的选择系在考虑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

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

企业；

（2）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

其下属企业；

（3）参与跟投的联席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4）符合法律法规、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战略投资者。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股票数量、股份限售安排以及实际需要，并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参与战略配售的对象如下：

序号 名称 机构类型 获配股票限售期限

1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2

个月

2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

有限公司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

属企业

12

个月

3

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

属企业

12

个月

4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

属企业

12

个月

5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2

个月

6

国新央企运营（广州）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2

个月

7

国开科技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2

个月

8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

12

个月

9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2

个月

10

人民日报媒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2

个月

11

北京通服科创服务贸易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

属企业

12

个月

12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

属企业

12

个月

13

上海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2

个月

14

上海科技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2

个月

15

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2

个月

16

上海浦东科创集团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2

个月

17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2

个月

18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2

个月

19

北京屹唐同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2

个月

20

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中心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2

个月

21

金控天勤（杭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2

个月

22

合肥市创新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2

个月

23

青岛聚源芯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符合法律法规、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战略投资者

12

个月

24

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

12

个月

25

马鞍山联力昭离少商集成电路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符合法律法规、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战略投资者

12

个月

26

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

（

GIC Private Limited

）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2

个月

27

阿布达比投资局（

Abu Dhabi

Investment Authority

）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2

个月

28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24

个月

29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24

个月

注1：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计算；

注2：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系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指派其代表集团参与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根据《业务指引》第六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4亿股以上的，战略投资者应不

超过30名。 本次发行向29名战略投资者进行配售，符合《业务指引》第六条的规定。

（二）战略配售的参与规模

1.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的股票数量为84,281.00万股， 占初始发行数量的

50.00%，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总股数的43.48%。

2.�根据《业务指引》，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创投” ）、中国

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财富” ）将按照股票发行价格分别认购发行

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至5%的股票，具体比例根据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规

模分档确定：

（1）发行规模不足1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5%，但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

（2）发行规模10亿元以上、不足2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4%，但不超过人民币6,000

万元；

（3）发行规模20亿元以上、不足5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3%，但不超过人民币1亿

元；

（4）发行规模50亿元以上的，跟投比例为2%，但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

海通创投、 中金财富预计跟投比例分别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2%， 即3,

371.24万股；认购金额分别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因海通创投、中金财富最终认购数量

与最终发行规模相关，联席主承销商有权在确定发行价格后对海通创投、中金财富最

终认购数量进行调整。

3.�其他拟参与本次战略投资者名单及缴款金额如下：

序

号

名称 机构类型

缴款金额（包括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万元）

1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99,999.99

2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

份有限公司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

下属企业

351,750.00

3

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

下属企业

20,100.00

4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

下属企业

100,500.00

5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00,500.00

6

国新央企运营（广州）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30,150.00

7

国开科技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5,025.00

8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

业

50,250.00

9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39,999.00

10

人民日报媒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30,150.00

11

北京通服科创服务贸易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

下属企业

50,250.00

12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

下属企业

150,750.00

13

上海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50,250.00

14

上海科技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50,250.00

15

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9,999.75

16

上海浦东科创集团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50,250.00

17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60,300.00

18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70,350.00

19

北京屹唐同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50,250.00

20

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中心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0,050.00

21

金控天勤（杭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30,150.00

22

合肥市创新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0,050.00

23

青岛聚源芯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符合法律法规、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战略投资者

222,406.50

24

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

业

50,250.00

25

马鞍山联力昭离少商集成电路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符合法律法规、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战略投资者

50,250.00

26

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

（

GIC Private Limited

）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331,650.00

27

阿布达比投资局（

Abu Dhabi

Investment Authority

）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50,250.00

合计

2,226,130.24

注：1、上表中“拟缴款金额” 为发行人和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根据与

战略投资者签署的《附有生效条件的战略投资者股份认购协议》（以下简称“《战略

投资者协议》” 、“战略投资者协议” ）， 在战略投资者缴款通知书中约定的缴款金额

（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2、战略投资者同意发行人以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进行配售，配售股数等于战略

投资者获配的申购款项金额（不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除以本次 A�股之发行价格并

向下取整（精确至股）；

3、鉴于实际缴款金额精确至分，上述缴款金额与实际缴款金额不符的情况，系四

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关于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对象的合规性

（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对象的主体资格

1.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

注册号

91420100MA4L0GG411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 童国华

注册资本

3,00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四路

6

号烽火科技园

营业期限

2018-8-15

至长期

经营范围

通信设备、电子信息、电子计算机及外部设备、电子软件、电子商务、信息安全、广播电视设备、光纤

及光电缆、光电子、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仪器仪表、其他电子设备、自动化技术及产品的开发、研

制、销售、技术服务、系统集成（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除外）；通信、网络、广播电视的工程（不含卫

星地面接收设施）设计、施工；投资管理与咨询；房产租赁、物业管理与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承包境外通信工程和境

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

员。 （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人员 童国华（董事长）、鲁国庆（总经理）等

经核查，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科集团” ）的《营业

执照》及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中国信科集团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决定解散、因违

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

当终止的情形。 联席主承销商认为，中国信科集团为合法存续的有限公司。

（2）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中国信科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 ）持有中国信科集

团100.00%的股权，因此国务院国资委为中国信科集团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中国信科集团由原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烽火科技集团）和原电信科学技术研

究院（大唐电信集团）联合重组而成，是国务院国资委直属中央企业，注册资本300亿

元，资产总额逾800亿元，员工人数3.8万，属于大型企业。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 的规定，该战略投资者作为与发行

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参与

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不存在违反《管理办法》《实施办法》《业务指引》

《业务规范》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

（一）项规定。

（4）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进行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根据发行人与中国信科集团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主要内容如下：

1）中国信科集团依托集团及集团下属企业在移动通讯和集成电路领域积累的技

术优势，推动双方在移动通信芯片、安全芯片、汽车电子与工业芯片和融合通信芯片

等方面的设计和代工合作，共同为客户提供定制化、高性价比的芯片及解决方案；

2）中芯国际作为一家具有国际领先地位的大型集成电路代工企业，而中国信科

集团作为掌握移动通讯和集成电路核心技术的大型企业，通过本次战略配售，进一步

加强双方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产业链关键节点的战略布局；

3）中国信科集团作为持有中芯国际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大唐控股（香港）投

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严格遵循国际化公司治理的前提下，积极发挥大股东作

用，支持中芯国际的技术升级和经营发展。

（5）关联关系

经核查，截至2020年5月31日，中国信科集团通过其全资附属公司大唐控股（香

港）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发行人15.77%的股份，并向发行人提名了2位非执行董事。 中

国信科集团的董事长童国华、副总经理陈山枝同时担任发行人的非执行董事。 除上

述外，中国信科集团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大唐控股（香港）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发行人股份、提名董事系合法行使其股东权

利，不属于《业务指引》第9条规定的“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中国信科集团书面承诺，其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 经核查中国信科集团最

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及最近一期财务报告，中国信科集团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

行人、联席保荐机构签署的战略投资者协议的认购资金。

2.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

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

注册号

91110000MA01N9JK2F

类型 序号 法定代表人 楼宇光

注册资本

20,415,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北街

2

号

52

幢

7

层

701-6

营业期限

2019-10-22

至

2029-10-21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管理；投资咨询。 （“

1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

资金；

2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

3

、不得发放贷款；

4

、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

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

5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主要人员 楼宇光（董事长）、丁文武（董事、总经理）、林桂凤（监事会主席）等

经核查，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基金二

期” ）的《营业执照》及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决定解散、因违

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

应当终止的情形。 联席主承销商认为，大基金二期为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2）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大基金二期的股权结构如下：

大基金二期的股权较为分散，任一单一股东无法对大基金二期的股东会、董事会

形成控制，且各股东之间无一致行动关系，因此大基金二期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大基金二期是经国务院批准、2019年10月22日注册成立的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

金，注册资本为2,041.5亿元。 大基金二期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

部”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光

谷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中央和地方单位共同出资设立， 属于国家级大型投资基

金。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 的规定，该战略投资者作为具有长

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

售的资格，不存在违反《管理办法》《实施办法》《业务指引》《业务规范》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二）项规定。

（4）关联关系

经核查，截至2020年5月31日，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大基金一期” ） 通过其全资附属公司鑫芯 （香港） 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发行人

14.62%的股份，并向发行人提名了1位非执行董事。 大基金一期的董事丁文武、路军、

唐雪峰、楼宇光、韩敬文、戴敏敏同时担任大基金二期的董事，监事林桂凤、宋颖、孙晓

东、任志安同时担任大基金二期的监事，监事何宁同时担任大基金二期的董事；大基

金二期的董事路军同时担任发行人的非执行董事。 华芯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作为

基金管理人根据各自的委托管理协议分别对大基金一期、大基金二期进行管理。大基

金二期持股5%以上股东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系国家开发银行的全资子公司， 国家

开发银行同时持有联席主承销商国开证券80%的股权。 除上述外，大基金二期与发行

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大基金一期通过其全资附属公司鑫芯（香港）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发行人股份、提

名董事系合法行使其股东权利，不属于《业务指引》第9条规定的“其他直接或间接进

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大基金二期书面承诺，其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经核查大基金二期最近一个

年度审计报告及最近一期财务报告，大基金二期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联席

保荐机构签署的战略投资者协议的认购资金。

3.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

注册号

91440300MA5DHX6U4H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渝波

注册资本

10,20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营业期限

2016-8-8

至

2026-8-8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受托管理产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

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

权投资、开展股权投资和企业上市咨询业务（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

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股权投资；创业投资业

务；受托管理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

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

主要人员 周渝波（董事长）、莫德旺（董事、总经理）等

经核查，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风投基金” ）

的《营业执照》及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国风投基金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决定解散、

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联席主承销商认为，国风投基金为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2）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国风投基金的股权结构如下：

根据《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约定，国风投基金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作为对外投资、融资决策的最高权力机构，有权决定基金的全部对外投

资、融资。依据公司章程相关约定，国风投基金的控股股东为国新（深圳）投资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国新” ）。

（3）战略配售资格

国风投基金是经国务院批准，按照国务院国资委统一部署，由中国国新作为主发

起人，联合其他国有股东共同发起设立。国风投基金成立于2016年8月，总规模2,000亿

元，首期规模1,020亿元，属于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 的规定，该战略投资者作为具有长

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

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二）项规定。

（4）关联关系

经核查，该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国风投基金书面承诺，其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经核查国风投基金最近一个

年度财务资料和相关资产证明材料，国风投基金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联席

保荐机构签署的战略投资者协议的认购资金。

4.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

注册号

91110102MA008DDL0X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 朱碧新

注册资本

13,10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F702

营业期限

2016-09-22

至

2026-09-21

经营范围

非公开募集资金；股权投资；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

1

、未经有关部门批

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

2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

3

、不得发放贷

款；

4

、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

5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

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主要人员 朱碧新（董事长）、童来明（总经理）、魏然（董事会秘书）等

经核查，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调基金” ）的

《营业执照》及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国调基金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决定解散、因违

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

应当终止的情形。 联席主承销商认为，国调基金为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2）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国调基金的股权结构如下：

根据《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国调基金委托诚通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管理人根据委托管理协议的约定进行基金管理事务的执行， 诚通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为国调基金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国调基金是经国务院批准， 由国务院国资委委托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牵

头发起设立，股东包括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建信（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市招商金葵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中

央和地方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基金总规模为人民币3,500亿元，首期募集资金1,310亿

元，属于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 的规定，该战略投资者作为具有长

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

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二）项规定。

（4）关联关系

经核查，该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国调基金书面承诺，其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经核查国调基金最近一个年度

审计报告及最近一期财务报告，国调基金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联席保荐机

构签署的战略投资者协议的认购资金。

5.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

注册号

91110106MA002JNW8H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王豹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2

号恩菲科技大厦

B

座

5

层

558

室

营业期限

2015-12-16

至长期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股权投资；投资咨询。 （“

1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

2

、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

3

、不得发放贷款；

4

、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

其他企业提供担保；

5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主要人员 王豹（执行董事）、柯珂（总经理）、张文强（监事）

经核查，国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投资” ）的《营业执照》及现行有效

的公司章程，国新投资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决定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

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

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联席

主承销商认为，国新投资为合法存续的有限公司。

（2）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国新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中国国新持有国新投资100%的股权， 国务院国资委持有中国国新100%的股权，

因此中国国新为国新投资的控股股东，国务院国资委为国新投资的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国新投资系中国国新的全资子公司。 中国国新是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

之一。 截至2019年底，中国国新资产总额超过4,200亿元，年度净利润突破100亿元，属

于大型企业。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 的规定，该战略投资者作为与发行

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

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一）项规定。

（4）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进行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根据发行人与国新投资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主要内容如下：

1）国新投资将协助中芯国际开展业务合作和资源整合，推动开展集成电路设备、

材料和设计等相关业务的企业与中芯国际进行全方位合作；

2）发挥国新投资在科技创新领域的行业研究和投资经验在市场战略、产业并购、

技术研发等方面开展投后赋能，并协同开展公司的市值管理工作；

3）国新投资根据中芯国际的战略发展规划和业务需求，在资本投入、人才引荐等

领域开展长期合作。

（5）关联关系

经核查，该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国新投资书面承诺，其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经核查国新投资最近一个年度

审计报告及最近一期财务报告，国新投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联席保荐机

构签署的战略投资者协议的认购资金。

6.国新央企运营（广州）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国新央企运营（广州）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统一社会代码

/

注册号

91440101MA59LLKP8K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国新央企运营投资基金管理（广

州）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

5,010,000

万元人民币

主要经营场所 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

106

号（自编

1

号楼）

X1301-C2616

（仅限办公用途）（

JM

）

合伙期限

2017-04-13

至

2027-04-12

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具体经营项目以金融管理部门核发批文为准）；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

主要人员 刘学诗（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经核查，国新央企运营（广州）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新央企基

金” ） 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规定及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的要求办理了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 基金编号为SX6873， 备案日期为

2017年10月10日。

经核查，国新央企基金的《营业执照》及合伙协议，国新央企基金不存在营业期

限届满、决定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

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合伙协议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联席主承销商认为，国新央企基金为合法

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

（2）合伙人和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国新央企基金的出资结构如下：

国新央企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国新央企运营投资基金管理（广州）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新央企投资（广州）” ），国务院国资委间接持有国新央企投资（广

州）45%的股权，系国新央企投资（广州）的实际控制人，也系国新央企基金的实际控

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国新央企基金由中国国新、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广州广新资本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共同发起成立，目标规模1,500.00亿元人民币，首期规模500.00

亿元人民币。 国新央企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国新央企投资（广州）系中国国新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的下属企业，国新央企基金属于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 的规定，该战略投资者作为与发行

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参与

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一）项规定。

（4）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进行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根据发行人与国新央企基金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主要内容如下：

1）国新央企基金在人工智能芯片、汽车电子芯片等领域积极布局，目前已投资多

家细分行业的优质企业。 国新央企基金将积极推动中芯国际与前述企业在晶圆代工

和封测方面的合作，帮助中芯国际在人工智能芯片、车联网芯片等领域寻找更多的市

场机会。

2）国新央企基金已布局国内领先的云计算服务商，将推动中芯国际与云计算服

务商建立业务合作关系，根据中芯国际的业务需要提供高效的云计算服务。

3）国新央企基金将积极推动基金发起人浦发银行与中芯国际在金融服务的业务

合作，为中芯国际提供高效的跨境综合金融服务解决方案、拓宽境内外融资渠道，增

强中芯国际的国际竞争力。

（5）关联关系

经核查，该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国新央企基金书面承诺，其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 经核查国新央企基金最

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及相关说明文件，国新央企基金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

联席保荐机构签署的战略投资者协议的认购资金。

7.国开科技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国开科技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

注册号

91110000MA009CGR1M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左坤

注册资本

50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8

层

F801-F805

单元

营业期限

2016

年

11

月

8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

提供创业管理服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

1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

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

2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

3

、不得发放贷款；

4

、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

5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

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主要人员 左坤（执行董事）、于江（总裁）、宋阳（监事）

经核查，国开科技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开科技” ）的《营业执

照》及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国开科技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决定解散、因违反法律

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

止的情形。 联席主承销商认为，国开科技为合法存续的有限公司。

（2）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国开科技的股权结构如下：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国开科技100%的股权，为其控股股东；财政部间接持

有国开科技36.54%股权，国务院间接持有国开科技34.68%股权，国家外汇管理局间接

持有国开科技27.19%股权，因此国务院为国开科技的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国开科技成立于2016年11月，是国内银行业第一家通过“投贷联动” 模式支持科

技型企业的投资平台，注册资本人民币50亿元。 国开科技围绕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所需

的各大科技创新领域，针对各发展时期的科技型企业开展股权投资，同时与国家开发

银行投贷联动，支持科学技术发展，属于大型企业。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 的规定，该战略投资者作为与发行

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

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一）项规定。

（4）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进行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根据发行人与国开科技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主要内容如下：

1）国开科技近年来在集成电路设计、设备等领域投资多家能与中芯国际形成战

略互动和行业上下游优势互补的潜力型企业。未来，国开科技将积极推动已投资的潜

力型企业与中芯国际形成业务合作，助力中芯国际的业务和技术发展。

2）国家开发银行作为国内支持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重点银行，已为国内多个集

成电路重点企业的重点项目提供项目贷款。国开科技作为国家开发银行的下属企业，

将积极推动国家开发银行为中芯国际及其上下游的重点企业提供一揽子综合金融服

务，为中芯国际的发展提供金融保障。

（5）关联关系

经核查，国开科技系国家开发银行的全资子公司，国家开发银行同时持有联席主

承销商国开证券80%的股权。国开科技的控股股东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为发行人非

执行董事路军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 除上述外，该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其他联

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国开科技书面承诺，其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经核查国开科技最近一个年度

审计报告及最近一期财务报告，国开科技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联席保荐机

构签署的战略投资者协议的认购资金。

8.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

注册号

911100001000238753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 刘浩凌

注册资本

311,954.66

万元人民币

住所 序号

营业期限

1996-09-28

至长期

经营范围

人民币、外币的人身保险（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为境内外的保险机构代

理保险、检验、理赔等业务；保险咨询；依照有关法规从事资金运用。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主要人员

刘浩凌（董事长）、彭玉龙（董事）、熊莲花（董事）、郭瑞祥（董事）、李琦强（董事）、施民德（董事）、王

成然（监事）、余建南（监事）、高立智（监事）、李全（首席执行官）等

经核查，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人寿” ）的《营业执照》及

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新华人寿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决定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

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

形。 联席主承销商认为，新华人寿为合法存续的股份公司。

（2）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截至 2020年 3�月 31�日，新华人寿不存在实际控制人，其第一大股东

为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前十大股东及相关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序号 序号

1

序号

1,033,620,236 33.13

2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977,530,534 31.34

3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377,162,581 12.09

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93,339,045 2.99

5

序号

38,534,907 1.24

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8,249,200 0.91

7

北京市太极华青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18,200,000 0.58

8

大成基金

-

农业银行

-

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8,713,289 0.28

9

华夏基金

-

农业银行

-

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7,863,699 0.25

1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永赢科技驱动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7,572,255 0.24

合 计

2,590,785,746 83.05

（3）战略配售资格

新华人寿是一家全国性专业化大型寿险企业， 主要股东有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央汇金”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011年，新华人寿在

上交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同步上市。 2019年，新华人寿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人民币1,

381.31亿元，总资产规模达8,789.70亿元，连续多年入围《财富》中国和《福布斯》世界

500强，属于大型保险公司。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 的规定，该战略投资者作为具有长

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

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二）项规定。

（4）关联关系

经核查，该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新华人寿书面承诺，其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经核查新华人寿最近一个年度

审计报告及最近一期财务报告，新华人寿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联席保荐机

构签署的战略投资者协议的认购资金。

9.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

注册号

916200002243334029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闫桂军

注册资本

641,819.05

万元人民币

住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555

号

营业期限

2005-01-25

至

2052-01-25

经营范围

本外币业务：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

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

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本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

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

资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业务；开办特定目的信托业务（管理特定目的信托财产并发行

资产支持证券业务）；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主要人员 闫桂军（董事长）、邵泉（总裁）等

经核查，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为“光大信托” ）的《营业执照》

及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光大信托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决定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

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

情形。 联席主承销商认为，光大信托为合法存续的有限公司。

（2）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光大信托的股权结构如下：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光大集团” ）持有光大信托51%的股权，为光

大信托的控股股东。 国务院间接持有光大集团55.67%的股份，通过光大集团能够实际

支配光大信托的决策和行为，为光大信托的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光大信托的控股股东为光大集团，其注册资本600亿元，由财政部和中央汇金发

起设立。 经过36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横跨金融与实业、香港与内地，机构与业务遍布海

内外，拥有金融全牌照和环保、旅游、健康、高科技等特色实业，是具有综合金融、产融

合作、陆港两地特色优势的国有大型综合金融控股集团，属于大型企业，光大信托属

于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 的规定，该战略投资者作为与发行

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

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一）项规定。

（4）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进行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根据《关于参与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战略配售事项的授权委托书》，

光大集团授权委托光大信托作为投资载体和代表机构， 以光大信托的自有资金参与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根据发行人与光大集团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主要内容如下：

1）光大集团将依托自身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智慧养老等领域的产业布

局，在相关芯片设计、代工领域与中芯国际形成战略合作；

2）光大集团依托自身金融全牌照的业务优势，在直接投资、银行信贷、金融租赁、

外汇兑换等领域为中芯国际的发展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3）光大集团将推动集团下属的环境综合治理服务商光大国际，为中芯国际在产

业园区建设、生产建设过程中产生的环境保护、环境治理、工业固废处理等领域提供

业务支持。

（5）关联关系

经核查，该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光大信托书面承诺，其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 经核查光大信托最近一个年

度审计报告及最近一期财务报告，光大信托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联席保荐

机构签署的战略投资者协议的认购资金。

10.人民日报媒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人民日报媒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

注册号

91110000076552549G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 何炜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

4-2

）

9

号楼

321

室

营业期限

2014-03-06

至长期

经营范围

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计算机技术培训；承办展览

展示；会议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除外）；市场调查；营销策划；公关策划；投资管理；经济

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广播电视设备、

通讯设备、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化妆品、日用品、针纺织品、服装、文化用品、体育用品、体育器材、出

版物；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互联网信息服务；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音像制品制作；广播电视节目

制作。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文化活动、销售出

版物、音像制品制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主要人员 何炜（董事长兼总经理）、李丽辉（副总经理）、潘凡平（副总经理）、陈玉林（副总经理）等

经核查， 人民日报媒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人民日报媒体技术公

司” ）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决定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

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联席主承销商认为，

人民日报媒体技术公司为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2）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人民日报媒体技术公司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人民日报社直接持有人民日报媒体技术公司80%的股权，为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人民日报媒体技术公司是人民日报社社属一级企业，股东为人民日报社、环球时

报社、中国能源汽车传播集团有限公司。人民日报媒体技术公司以协助各地媒体建设

融媒体中心，打造媒体融合发展的空间平台、技术平台、业务平台、资本平台为核心业

务，属于大型企业。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 的规定，该战略投资者作为发行人

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

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一）项规定。

（4）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进行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根据发行人与人民日报媒体技术公司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主要内容如

下：

1）人民日报社及下属单位拥有三百多家细分领域的报道主体，涵盖文化、汽车、

能源、证券等各领域报道，有着覆盖人口众多、传播速度快、力度强、影响力大的特点。

人民日报媒体技术公司负责建设人民日报全媒体新闻平台， 将积极帮助中芯国际进

一步建设品牌形象。

2）人民日报社全资子公司证券时报社旗下拥有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

时报》，以及《券商中国》、《期货日报》、《国际金融报》、《中国基金报》、《全景网》

等覆盖资本市场全领域的传播媒体， 人民日报媒体技术公司将协助中芯国际与投资

人们建立更高效、全面信息沟通渠道。

3）人民日报媒体技术公司具备强大的机构类客户销售团队以及营销能力，将在

大客户拓展方面与中芯国际形成协同合作。

（5）关联关系

经核查，该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人民日报媒体技术公司书面承诺，其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 经核查人民日

报媒体技术公司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最近一期财务报告及相关资产证明文件，人

民日报媒体技术公司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联席保荐机构签署的战略投资

者协议的认购资金。

11.北京通服科创服务贸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北京通服科创服务贸易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代码

/

注册号

91110111MA01RMH970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招商局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

51,250

万元人民币

主要经营场所 北京市房山区北京基金小镇大厦

B

座

410

合伙期限

2020-06-02

至

2030-06-01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中介除外）；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 （“

1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

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

2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

3

、不得发放贷款；

4

、

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

5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

低收益”；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主要人员 郭健（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经核查，北京通服科创服务贸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科

创服贸投资” ）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规定及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要求办理了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基金编号为SLF218，备案日

期为2020年6月10日。

经核查，科创服贸投资的《营业执照》及合伙协议，科创服贸投资不存在营业期

限届满、合伙人决定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 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合伙协议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联席主承销商认为，科创服贸投

资为合法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

（2）合伙人和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科创服贸投资的出资结构如下：

科创服贸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招商局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其最终实

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因此，国务院系招商局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也系科创服贸投资的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服贸基金” ）是经国务院

批准，由财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以下简称“商务部” ）、招商局集团共同发

起， 中央财政引导社会资金出资设立的国内第一只专注于服务贸易领域的国家级政

府投资基金，总规模300亿元。 服贸基金按照“母基金参股子基金+母基金直投项目”

方式运作，旨在拓宽融资渠道，扶持服务贸易企业发展壮大。

科创服贸投资作为服贸基金设立的项目型子基金，除服贸基金外，引入重庆市国

资委下属企业西证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 遵循商务部和财政部赋予服

贸基金引导社会资本的功能和定位，属于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的下属企业。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 的规定，该战略投资者作为具有长

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

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二）项规定。

（4）关联关系

经核查，该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科创服贸投资书面承诺，其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经核查科创服贸投资提供

的相关资金证明，科创服贸投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联席保荐机构签署的

战略投资者协议的认购资金。

12.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代码

/

注册号

91310000MA1FL1NL88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认缴出资额

5,850,000

万元人民币

主要经营场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园路

18

号

20

层

合伙期限

2016-02-06

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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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人员 任春生（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托代表）

注：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经其合伙人认缴出资人民币 570� 亿元并拟

新增合伙人认缴出资合计15�亿元人民币，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其在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变更手续正在办理中。

经核查，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保基金” ）已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规定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要求办理

了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基金编号为SN9076，备案日期为2017年5月18日。

经核查，中保基金的《营业执照》及合伙协议，中保基金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合

伙人决定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

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合伙协议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联席主承销商认为，中保基金为合法存续的有

限合伙企业。

（2）合伙人和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中保基金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占比 性质

1

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1,600 0.88%

普通合伙人

2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22,000 2.09%

有限合伙人

3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9,000 1.69%

有限合伙人

4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89,000 1.52%

有限合伙人

5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42,000 4.14%

有限合伙人

6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89,000 1.52%

有限合伙人

7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69,000 1.18%

有限合伙人

8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23,000 3.81%

有限合伙人

9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9,000 1.18%

有限合伙人

10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1,000 0.36%

有限合伙人

11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28,500 5.62%

有限合伙人

12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80,000 4.79%

有限合伙人

13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37,000 0.63%

有限合伙人

14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66,000 4.55%

有限合伙人

15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0.34%

有限合伙人

16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116,000 1.98%

有限合伙人

17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86,000 3.18%

有限合伙人

18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2,000 0.72%

有限合伙人

19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60,000 4.44%

有限合伙人

20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418,000 7.15%

有限合伙人

21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50,000 4.27%

有限合伙人

22

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24,000 3.83%

有限合伙人

23

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10,000 3.59%

有限合伙人

34

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56,900 4.39%

有限合伙人

25

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80,000 3.08%

有限合伙人

26

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70,000 2.91%

有限合伙人

27

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20,000 2.05%

有限合伙人

28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80,000 1.37%

有限合伙人

29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85,000 1.45%

有限合伙人

30

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69,000 1.18%

有限合伙人

31

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66,700 1.14%

有限合伙人

32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60,000 1.03%

有限合伙人

33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60,000 1.03%

有限合伙人

34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50,500 0.86%

有限合伙人

35

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8,000 0.82%

有限合伙人

36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600,000 10.26%

有限合伙人

37

陆家嘴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31,000 0.53%

有限合伙人

38

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0.51%

有限合伙人

39

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0.51%

有限合伙人

40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5,000 0.43%

有限合伙人

41

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24,000 0.41%

有限合伙人

42

上海国企改革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44,500 0.76%

有限合伙人

43

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6,000 0.27%

有限合伙人

44

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0,000 0.17%

有限合伙人

45

上海军民融合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8,500 0.49%

有限合伙人

46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2,300 0.21%

有限合伙人

47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8,000 0.14%

有限合伙人

48

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6,000 0.10%

有限合伙人

49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7,000 0.29%

有限合伙人

50

中保投资（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9,500 0.16%

有限合伙人

合计

5,850,000 100% -

中保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保投资” ）系

由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平安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46家机构出资设立，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平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均持有中保投资

4%的股权，并列第一大股东；其余43家机构合计持有中保投资88%的股权。 经核查，截

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中保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

下转

A23

版

)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

689

号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

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商城路

618

号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

大街

29

号

1-9

层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00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75

楼

75T30

室

2020

年

6

月

联席主承销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