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B30版）

1、标的公司主要IP业务合同情况

标的公司主要IP业务合同情况已在本问题之“（三）结合技术IP合同签订和执行情况，说明报告期内，技术

IP授权业务收入变动的情况和原因”的回复中列示。

2、本次交易不会影响标的公司的客户稳定性和技术IP授权收入的可持续性

标的公司产品、IP等各类业务均基于其业界领先的高速、低功耗图像和数据传输及转化技术，标的公司IP业

务系与客户通过IP授权等技术合作方式，满足客户对图像和数据传输的速度、质量、功耗等越来越高的要求，标

的公司从客户收取授权费用和版权费用。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保持技术研发团队和技术研发投入的稳定，并将受益于作为上市公司全资子

公司带来的品牌提升和资本支持， 本次交易不会影响标的公司的客户稳定性和技术IP授权收入的可持续性。具

体如下：

（1）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保持技术研发的稳定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全部商标、技术、专利等均将得以保留，万盛股份拟与标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

核心技术人员签订竞业禁止协议，并将最大限度地维护标的公司的公司文化和工作习惯，以保障标的公司研发

团队的稳定，从而确保标的公司技术研发的持续性、稳定性和先进性。

（2）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受益于上市公司平台的资源优势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品牌影响力将进一步增强，公司透明度和公司治理水

平得到提升，并将受益于上市公司多元化的融资方式，保障技术研发的及时性，从而有利于标的公司的客户维护

和新客户拓展。此外，万盛股份还将协助标的公司大力开拓国内的IP业务客户，增强标的公司技术在国内的影响

力，通过技术合作支持本土半导体和电子设备企业的发展。

（五）补充披露情况

万盛股份已在预案（修订稿）“第四节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之“六、标的资产报告期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

据”之“（五）标的公司IP业务收入的具体情况”中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IP业务收入的相关情况。

（六）中介机构发表意见

财务顾问认为，基于业界领先的技术水平，报告期内标的公司IP业务收入增长幅度较大。本次交易完成后，

万盛股份将通过多种手段保障标的公司技术团队的稳定，并将支持标的资产的后续技术研发和客户拓展。因此，

本次交易不会影响标的公司的客户稳定性和技术IP授权收入的可持续性。

问题13： 预案披露， 匠芯知本模拟财务报表中2015年、2016年以及2017年1-4月净利润为-17,573.35万元、

-70,677.21万元、-40,095.80万元；硅谷数模自2002年3月成立，至2017年3月期间，共计发行6批优先股；剔除优先

股计量方式调整的影响因素后，匠芯知本模拟财务报表中2015年、2016年以及2017年1-4月净利润为-3,546.89万

元、1,794.34万元、-1,862.95万元。请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该等优先股的发行时间、股利率或利息率、发行价

格、数量、金额、到期日、转股条件、转换或注销情况等基本信息；（2）结合中美会计准则对优先股会计处理的基

本原则、科目设置、主要账务处理等方面的内容和差异，量化分析报告期内优先股对匠芯知本利润表各科目影

响的具体金额，说明该等优先股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要求。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报告期内，该等优先股的发行时间、股利率或利息率、发行价格、数量、金额、到期日、转股条件、转换或

注销情况等基本信息

1、发行时间、年度股利率、发行价格、股数以及到期日

优先股编号 发行时间 年度股利率 发行价格 发行股数

●

SeriesA-1 2002

年

10

月

USD0.09375 USD0.93752 4,736,475

●

SeriesA-2 2003

年

2

月

USD0.11522 USD1.15212 5,264,741

●

Series B 2005

年

3

月

USD0.13863 USD1.38628 11,118,000

●

SeriesB-1 2006

年

11

月

USD0.17485 USD1.74851 4,575,322

●

SeriesB-2 2007

年

8

月

USD0.18594 USD1.85944 6,768,159

●

SeriesB-3 2009

年

3

月

USD0.18963 USD1.89625 5,544,825

2、上述优先股没有到期日。

3、股利

每个日历年度，在董事会决定并宣告发放股利的条件下，B,� B-1,� B-2,� B-3流通股持股人都将被分配非累

积股利。该股利以年度股利利率标准发放，且将优先于任何A流通股或普通股的股利(除标准普通股股利外的)进

行支付。

每个日历年度，在当年B,� B-1,� B-2,� B-3流通股的股利被按照年度股利利率标准向其持有者全额支付或

宣告支付并预留相应资金前，任何A流通股或普通股股利(除标准普通股股利外的)都不允许被支付。

在全额股利已被发放过的情况下，后续向B,� B-1,� B-2,� B-3流通股持股人发放的任何股利都将以按比例、

同步且无优先权的规则支付。

在优先股股利已被全数宣告或预留的情况下，任何追加的股利，应以持股人持有的普通股数量或持有的优

先股持股最大可转换的普通股数量为基准，按照同权原则进行宣告。

优先股的股利非强制，也非累积。如果公司未向优先股持有人宣告分配优先股股利，无论公司是否有足够的

本期盈余或以往期间盈余来支付全部或者部分股利，优先股持有人无权要求公司支付。

4、自动转换

在下述情况下，优先股应被自动转换为普通股：（1）一次公开募股认购即将正式结束前(该公开募股认购遵

循经修订的1933年《证券法》，扣除认购人折扣及佣金前，募股总额达到或超过3千万美元，或单价达到或超过5

美元);�或（2）硅谷数模取得超过已发行优先股70%以上持股人的书面授权时。

5、优先股转股条件

在持有期间的任何时点，优先股的持有人有权将每一股优先股转换为一股普通股，该转股数量按照该优先

股初始发行价除以转换时点对该优先股有效的转换价计算。初始转换价应等于初始发行价，但受到以下调整政

策的影响：

（1）基于普通股事件调整

普通股事件指于任一种类的优先股始发日后任意时间①硅谷数模增发的普通股被作为已发行的普通股股

利或其他利益分配手段,� ②已发行的普通股分割导致普通股总股数增加，③已发行普通股合并导致普通股总股

数减少。

当发生普通股事件时，每批优先股的转换价格将由每股转换价格乘以股数，调整比例为普通股事件发生前

的总普通股股数除以普通股事件发生后的总普通股股数。

（2）基于其他因素的调整

在初始发售后的任何时间，如果硅谷数模向普通股股东发放了股利或其他利益分配（除了上述普通股事件

外），资产重组、重整、并购或合并等情况，转股价格应做出相应的调整。

（3）以低于转股价格出售或发行普通股

在初始发售后的任何时间，如果硅谷数模出于非上述1、2条里所述的情况而发行或者出售普通股，且有效价

格（收到或者视同收到的价款除以出售或者发行的普通股股数）低于该行为发生前该种优先股的转换价，则此

情况下该种优先股的转换价应在该行为结束前，下调至该转化价乘以特定比率（如下示）所得的价格。

1）该特定比率的分子应为以下数字之和:� ①该行为发生前所有已发行所有类别股折算为普通股后的股数;�

②硅谷数模收到的认购增发普通股的总意向金额与该行为发生前该种优先股的转换价格的比。

2）该特定比率的分母应为以下数字之和:� ①该行为发生前所有已发行所有类别股折算为普通股后的股数;�

②增发普通股总股数。

视同发行：如果硅谷数模发行或者出售了权利、期权、可转换债券，假如这些工具在执行或者转换时，导致应

发行的普通股的发行价格低于优先股转换价格，则硅谷数模在发行上述工具时候，视同发行了普通股。

6、优先股的清算

B,� B-1,� B-2,� B-3流通股持股人享有清算支付优先权。该优先权意味着这些持股人在企业清算时将优先

于任何其他对A类股或普通股的支付或利益分配活动(或任何支付或分配的预留)，取得来自于可供清算的资金

和资产的补偿额。每股对应的补偿额为其相应种类优先股的原始发行价(考虑股票分割、股利支付、资产重组或

相似活动而产生的调整后),�外加自发行日以来所有已宣告但未发放的股利。如果在清算、解散或关停中，企业

可供清算的资金和资产已不足够按照上述方法向B,� B-1,� B-2,� B-3流通股持股人支付全额补偿金，则应将剩

余所有可供清算的资金和资产按照同权规则，按比例向已发行B,� B-1,� B-2,� B-3优先股持股人支付。

如果在向B,� B-1,� B-2,� B-3流通股持股人支付完成其补偿金或分配金(或任何支付或分配的预留)后企业

可供清算的资金和资产仍有剩余，则A类股持股人享有清算支付次优先权。该次优先权意味着这些持股人在企

业清算时将优先于任何其他对普通股的付款或利益分配活动(或任何支付或分配的预留)，取得来自于可供清算

的资金和资产的补偿额。每股对应的补偿额为其相应种类A类股的原始发行价(考虑股票分割、股利支付、资产重

组或相似活动而产生的调整后),�外加自发行日以来所有已宣告但未发放的股利。如果在清算、解散或关停企业

中，可供清算的资金和资产已不足够按照上述方法向A类股持股人支付全额补偿金，则应将剩余所有可供清算

的资金和资产按照同权规则，按比例向已发行A优先股持股人支付。

如果在向上述所有优先股持股人支付完成其补偿金或分配金(或任何支付或分配的预留)后企业可供清算

的资金和资产仍有剩余，则所有剩余的可供清算的资金和资产，应以持股人持有的普通股数量或持有的优先股

持股最大可转换的普通股数量为基准，按照同权原则进行分配。

7、优先股的赎回

优先股不可被持有者要求强制赎回，但是对视同清算做出了约定，在发生下述情况时，将按照上述“6、优先

股的清算” 进行处理。

根据如下协议条款，视同清算有以下三种情况:

“视同清算

以下每一项交易都应视为公司的清算、解散或停业清理（这些术语如该第3条中定义）：（a）任何合并或兼

并，包括但不限于任何三角兼并，在此种兼并中，公司是一次交易或一系列相关交易（分别称为“合并交易” ）中

的成员实体或者当事人，或者（如果是三角兼并）其子公司是成员实体，前提是，由于此种合并交易，公司在该合

并交易完成前一刻的未清偿的投票权证券（“收购股东”（如下文定义）持有的任何此种证券除外）不代表或者

不转换为该合并交易的幸存实体（或者该幸存实体的母实体，如果幸存实体被母实体拥有）的证券，该幸存实体

的证券在该合并交易完成后一刻共同持有该幸存实体（或其母实体，如果适用）在该合并交易完成后一刻未清

偿的所有证券的总投票权的大多数，包括收购股东持有的该幸存实体（或其母实体，如果适用）的证券；（b）导

致公司的已发行投票权证券的所有者在交易前一刻不拥有幸存实体的已发行投票权证券的至少大多数的任何

交易或系列相关交易，或（c）公司的所有或绝大部分的资产的出售（在与公司的所有直接和间接子公司合并的

基础上确定），不论此种资产通过资产出售、兼并、合并或公司的一家或多家子公司的股票出售或其他方式出

售，而且在此种出售之后将收益分配给公司的股东。为了该3.3条的目的，“收购股东” 是指符合以下条件的公司

的一个或多个股东：（i）在此种合并交易中与公司兼并或合并，或（ii）拥有或控制在此种合并交易中与公司兼

并或合并的另一家实体的大部分。尽管有以上规定或者以下第6.7条的规定，如果上述任何交易通过以下方式被

批准：

（a）以下第7条的保护规定或公司签署的任何合同或协议要求的优先股的每一类别和系列股份的至少数量

的持有人的投票，

（b）《特拉华州一般公司法》、该证明书和公司章程下的充分投票

（c） 如果是改变可用资金和资产在B系列股、B-1系列股、B-2系列股和B-3系列股之间分配的同等地位的

交易，B-1系列股的至少66� 2/3%的持有人的投票（作为一个单独系列投票），B-2系列股的至少66� 2/3%的持有

人的投票（作为一个单独系列投票），以及B-3系列股的至少66� 2/3%的持有人的投票（作为一个单独系列投

票）；

然后，此种交易和普通股与优先股的持有人的权利将受到与此种交易有关而签署的文件的管辖。”

在满足上述条件下，优先股持有人有权要求公司清算优先股，视同强制赎回。

8、报告期内，未发生优先股转换或注销的情况。

（二）结合中美会计准则对优先股会计处理的基本原则、科目设置、主要账务处理等方面的内容和差异，量

化分析报告期内优先股对匠芯知本利润表各科目影响的具体金额， 说明该等优先股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

准则的要求

1、在美国准则下的会计处理情况

在美国准则下， 根据 《美国会计准则汇编 480� --� 区分负债和权益》 (FASB� Accounting� Standards�

Codification� 480–Distinguish� Liabilities� from� Equity)，非上市公司发行的不可回购或者有条件回购的可转换优先

股一般被分类为权益，因为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公司需要履行现金回购义务。

2、优先股在中国准则下的会计处理分析

在中国准则下，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和《关于印发〈金融负债与权益工具的区分

及相关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财会[2014]13号）的相关规定，如果企业不能无条件地避免以交付现金或其他

金融资产来履行一项合同义务，则该合同义务符合金融负债的定义；对于转换权等衍生工具，以固定数量的自

身权益工具交换固定金额的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应当分类为权益工具，否则应分类为金融负债。

根据上述准则约定，对硅谷数模优先股在中国准则下的会计处理分析如下：

（1）对于硅谷数模发行的可转换优先股，虽然该优先股自身没有到期日、优先股股息的宣告和发放也由发

行方控制，但是根据上述视同清算的条款，若硅谷数模出现此类不能由其控制的视同清算的情形，硅谷数模将无

条件地附有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 因此硅谷数模发行的可转换优先股主合同满足金融负债的

定义；

（2）对于可转换优先股中转股权中包括的转股价调整条款(“反稀释条款” ),是否违反“固定换固定” 的标

准，现有的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均未提供任何应用指引。实务中，大多数反稀释条款规定在特

定事件发生时，将对可转换工具持有人的权益予以“补齐” 。该调整试图令可转换工具的持有人相对于现有普通

股股东的经济地位与新股发行之前一刻相同，并不视作违反“固定换固定” 标准。相反，如果转换比率会令得非

可转换工具持有人受损而令可转换工具持有人受益，则会有不同的结论。对于硅谷数模发行的可转换优先股中

的反稀释条款，如果出现“以低于转股价格出售或发行普通股” 的情况，即使该发行价是公允的，仍需要调低可

转换优先股的转股价，这种以损害普通股股东利益来保护优先股持有人的机制，不是纯粹的反稀释的性质，因此

不符合“固定换固定”的标准。

（3）优先股转股权与可转换优先股主合同在经济特征及风险方面不存在紧密关系，因此公司将该可转换优

先股整体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鉴于优先股公允价值评估尚未完成，优先股公允价值变动在报告期内对利润表的影响暂未确定。预案中已

根据美国ABA评估公司出具的优先股评估初步评估数据披露了该事项对匠芯知本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三）补充披露情况

万盛股份已在预案（修订稿）“第四节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之“六、标的资产报告期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

据”之“（二）标的公司优先股的具体情况”中补充披露了硅谷数模优先股的相关情况。

（四）中介机构发表意见

经核查，财务顾问和会计师认为：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说明，并经查阅硅谷数模优先股相关合同，截至本问

询函回复出具日，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尚未发现上述说明中所载优先股条款与优先股协议存在重大不一致，亦未

发现匠芯知本优先股会计处理与财务顾问和会计师的理解存在重大不一致。鉴于审计工作尚在进行中，对上述

情况的最终意见将以会计师未来出具的审计意见为准。

问题14：预案披露,标的资产匠芯知本100%股权的预估值为375,139.46万元,增值率41.96%;该预估值未考虑

收购合并对价分摊（PPA）、税务调整、股权激励等因素的影响，且由于优先股评估未最终完成，优先股评估结果

的变化会影响预估值。请公司：（1）结合主要竞争对手及市场可比交易的市盈率，详细说明预估增值的具体原因

和合理性；（2）说明在估值过程中，不考虑收购合并对价分摊（PPA）、税务调整、股权激励等因素的原因和合理

性；（3）补充披露优先股评估工作的最新进展，并量化分析对预估值的影响。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结合主要竞争对手及市场可比交易的市盈率，详细说明预估增值的具体原因和合理性

1、主要竞争对手及市场可比交易的市盈率

公司主要竞争对手基本为上市公司，市盈率情况如下：

序号 股票代码 股价货币 动态

PE

1

祥硕科技

(5269 TT

）

TWD 24.31

2

奇景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HIMX UW) USD 37.08

3

巨晶片株式会社

(MHC) EUR 33.88

4

恩智浦半导体公司

(NXPI US) USD 25.17

5

谱瑞

-KY (4966 TT) TWD 14.58

6

意法半导体有限公司

(STM FP) EUR 17.98

7

德州仪器

(TXN US) USD 6.93

平均数

22.85

中位数

24.31

标的公司

22.66

数据来源：彭博

注：因部分上市公司仅有未来2年预测数据，动态PE均为相对未来2年净利润的平均数。

2、预估增值的具体原因和合理性

从上表看，标的公司动态PE低于主要竞争对手的动态PE平均数和中位数，预估值具有合理性。预估增值的

具体原因如下：

（1）标的公司拥有显示接口芯片领先技术

标的公司一直致力于高性能模拟和混合信号半导体的研发，在数字多媒体和通信领域具备深厚的技术底蕴

和经验累积。标的公司在DisplayPort显示接口芯片领域特别是高速、低功耗的图像和数据传输与转化技术方面具

有领先技术优势，是DisplayPort标准的首批撰写者和制定者之一。标的公司在业界率先推出DisplayPort发送技术，

在业界发布首款通过VESA认证的DisplayPort发送器，并率先推出业界第一款低功耗移动设备到HDMI显示器的

USB连接方案。

（2）标的公司拥有经验丰富的管理与技术研发团队及优质的客户资源

标的公司拥有专业而稳定的研发技术团队，公司拥有研发技术人员和工程师98人，且团队稳定。技术团队在

数模混合设计领域拥有深厚的技术积累，核心技术骨干在集成电路设计领域拥有近二十年从业经验，具备扎实

的研发功底。

标的公司主要客户均为业内领先的电子设备制造商，目前已与LG、三星、苹果、微软等国际领先的电子设备

制造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3）显示接口芯片市场空间巨大

标的公司主要产品用于高速、低功耗的图像和数据传输与转化，其产品应用领域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

笔记本电脑、液晶显示器、VR显示设备等消费电子产品，下游市场的巨大容量必然带来产业链上游行业的大量

需求。特别是随着10G及以上高速传输时代的到来，作为高速传输技术领域的领先者，市场空间广阔。

（二）说明在估值过程中，不考虑收购合并对价分摊（PPA）、税务调整、股权激励等因素的原因和合理性

由于硅谷数模PPA和税务审计仍未完成，股权激励方案未落实，所以评估机构在预估过程中无法量化体现

上述因素的影响。其中，收购合并对价分摊（PPA）、股权激励会对未来预测利润产生影响，税务调整结果的变化

会对评估基准日净资产产生影响。

（三）补充披露优先股评估工作的最新进展，并量化分析对预估值的影响。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美国ABA评估公司尚未就硅谷数模优先股的评估工作出具报告。鉴于预估值中

已考虑了美国ABA评估公司提供的初步优先股评估数据，且预计优先股评估的最终结果较初步评估结果不会出

现重大调整，因此预计该因素对评估值影响金额不大，但具体金额目前无法估计。

（四）补充披露情况

万盛股份已在预案（修订稿）“第五节标的资产预估作价” 之“一、标的资产预估值” 中补充披露了优先股

评估工作的最新进展。

（五）中介机构发表意见

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美国ABA评估公司尚未就硅谷数模优先股的评估工作出具报告。

鉴于预估值中已考虑了美国ABA评估公司提供的初步优先股评估数据，且预计优先股评估的最终结果较初步评

估结果不会出现重大调整，因此预计该因素对评估值影响金额不大，但具体金额目前无法估计。

问题15：预案披露，标的公司主要产品包括移动高清产品、显示面板时序控制器（TCON）、VR图像信号传

输与转化芯片、 技术IP授权等， 已成为国际主要的高性能数模混合多媒体芯片专业供应商之一。 请补充披露：

（1）报告期内各产品类别的收入、成本、毛利润等指标；（2）结合标的公司行业现状、业内竞争格局、现有产品的

地位和未来规划，详细说明标的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一）报告期内各产品类别的收入、成本、毛利润等指标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各产品类别的收入、成本、毛利润情况如下（下列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产品名称

2017

年

1-4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收入 成本

毛利

率

(%)

收入 成本

毛利

率

(%)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

移动高清产品

37,037,602.21 16,951,872.99 54.23 181,123,384.14 79,794,861.84 55.94

159,475,

206.47

74,142,750.27 53.51

显示面板时序控

制器

82,141,491.04 41,060,194.75 50.01 286,638,983.03 140,309,391.73 51.05

256,737,

366.97

134,689,

676.58

47.54

技术

IP

授权

38,260,142.33 5,420,701.47 85.83 67,151,844.36 3,566,132.73 94.69 43,881,337.10 - 100.00

配套产品

406,392.49 464,115.16

-

14.20

887,917.71 1,554,500.93

-

75.07

621,988.35 1,628,850.72 -161.88

合计

157,845,628.08 63,896,884.37 59.52 535,802,129.24 225,224,887.24 57.96

460,715,

898.89

210,461,

277.57

54.32

（二）结合标的公司行业现状、业内竞争格局、现有产品的地位和未来规划，详细说明标的公司所处的行业

地位

1、标的公司及相关经营主体的资质

标的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高性能数模混合多媒体芯片设计、 销售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 标的公司是

DisplayPort标准的首批撰写制定者之一，并持续深度参与该标准的升级。同时，标的公司还与腾讯、戴尔，LG等公

司发起ICVR国际标准联盟，致力于建立VR连接技术标准。多年以来，标的公司及相关经营主体取得了多项资

质，具体如下：

序号 描述

国际资质

1 ICVR

联盟主要发起成员

2

视频电子标准协会（

VESA

）成员单位

3 VESA AR/VR

标准工作组发起成员和主席单位

4 USB-Implementers Forum

（

USB-IF

）会员单位

5 HDMI

标准组织

HDMI Forum`

会员单位

6 MIPI

标准组织

MIPI alliance

会员单位

7 UHD Alliance

会员单位

8 CTA

–

Consumer Technology Association

会员

9 GSA

–

Global Semiconductor Alliance

会员

10 MobileBench Consortium

会员

国内资质

1

国家“核高基”重大专项项目承担单位

2

工信部电子发展基金项目承担单位

3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会员

4

北京市半导体行业协会会员

5

工信部认定集成电路设计企业

6

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

7

海淀区创新企业

8

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

9

虚拟现实产业联盟

IVRA

成员单位

2、标的公司所处行业现状及竞争格局

标的公司所处显示接口芯片行业具有技术进步快、产品更新率高的特点。由于芯片行业技术复杂、专业度

高、行业细分明显，细分领域技术领先的企业在相关产品中的先发优势极为显著。标的公司基于业界领先的高

速、低功耗图像和数据传输及转化技术，在USB� Type-C和DisplayPort接口芯片领域成功推出了多种产品并获得

了业界一线厂商的广泛认同。

标的公司主要竞争对手包括德州仪器公司、恩智浦半导体公司、谱瑞科技等。作为深耕基于DisplayPort协议

的专业图像、数据传输与转化技术的公司，与竞争对手相比，标的公司产品具有技术先进、功耗更低和传输速度

更快的优势，在高端电子产品上获得广泛应用。此外，标的公司率先推出专门的VR图像信号传输与转化芯片并

已与主流VR厂商进行合作。

标的公司所处行业情况详见预案（修订稿）“第四节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之“七、标的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

3、标的公司主要产品的市场地位及未来发展规划

标的公司主要产品为移动高清产品、显示面板时序控制器（TCON）、VR图像信号传输与转化芯片。

（1）移动高清产品

标的公司是DisplayPort标准的首批撰写者和制定者之一，在DisplayPort显示接口芯片领域特别是高速、低功

耗的图像和数据传输与转化技术方面具有领先技术优势。

2015年，标的公司推出了全功能USB� Type-C单芯片方案ANX7688，全面支持USB� Type-C最新标准各项

功能：包括4K� 60hz视频输出，USB3.1数据传输及USB� PD2.0快速充电等；还支持AP处理器USB、HDMI信号转换

为DisplayPort信号； 除此之外， 该芯片集成了高速信号Mux，HDCP1.4，HDCP2.2音视频内容保护以及片上单片

机。

2016年，标的公司研发出了Re-Timer信号整形芯片ANX7440，实现 USB� 3.1� Gen2� (10Gbps)以及DisplayPort�

HBR3� (8.1Gbps)�的信号传输损失无损补偿。 ANX7440满足最新的USB-IF� USB� 3.1�信号传输标准。预计此芯

片将于2017年下半年实现量产。

目前，标的公司移动高清系列产品已广泛应用于联想、华硕、戴尔、惠普、微软等主流厂商。

未来， 硅谷数模将一步优化其USB� Type-C端口控制芯片、Re-Timer信号整形芯片以及显示接口转换芯片

相关功能，抓住USB� Type-C普及的机遇，巩固行业地位，提升经营业绩。

（2）显示面板时序控制器（TCON）

标的公司基于自身图像信号传输与转化的技术优势， 开发了支持自动刷新功能的系列高性能TCON产品，

在高清面板市场具有领先的行业地位和技术优势，并积极探索集成触摸、驱动功能的TCON产品。标的公司系列

TCON产品目前主要应用于笔记本电脑显示屏、液晶显示器和平板电脑显示屏，具有支持超高清分辨率、低功耗

的特点，其主要客户包括高清液晶面板的领先供应商如LG、三星等。

随着4K高清显示屏应用的快速普及、 未来8K高清显示屏在消费级市场的逐步推出以及显示面版TCON与

其他功能的更多集成，标的公司系列TCON产品将会获得更大的应用市场。

（3）VR图像信号传输与转化芯片

标的公司于2016年推出了支持双眼FHD� 120Hz刷新率的VR屏幕显示高速连接芯片，目前，标的公司正着手

开发第二代4K� 120Hz刷新率的VR图像信号传输与转化芯片，其将在第一代芯片的技术功能的基础之上，集成

GPU图像处理等更多功能，提高芯片的整体性能并降低用户成本，该种芯片的设计开发预计将于2017年底完成。

2017年，标的公司与LG电子、腾讯和戴尔共同创立了VR标准化组织ICVR，旨在制定VR开放性行业接口标

准，该标准将定义虚拟现实源（VRS）设备（如智能手机、PC及其他消费电子产品）与头戴式显示器（HMD）进

行互连互通的方式，以降低用户VR设备的获取成本，提升用户体验。

标的公司未来将在现有产品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利用公司在Displayport传输领域的技术领先优势，参与VR

传输标准的制定与统一。

ICVR传输标准将VR源设备与头戴式显示器分离，意味着VR� HMD无需配置大型电池和发热的CPU，也不

会紧挨着用户头部发射无线电。这使得制造商能够通过头戴设备优化带来舒适、高性能的沉浸式VR体验。ICVR

标准还将简化移动设备架构，大量减少基于手机的虚拟现实应用所需的较昂贵屏幕和传感器。

标的公司利用过去的技术积累及行业地位，再一次在VR传输领域实现领先。巩固了公司在高速、低功耗的图像

和数据传输与转化技术方面的行业地位。

（三）补充披露情况

1、万盛股份已在预案（修订稿）“第四节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之“六、标的资产报告期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

数据”之“（四）标的公司各产品、服务毛利率情况”中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各产品、服务毛利率情况。

2、万盛股份已在预案（修订稿）“第四节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之“八、标的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之“（六）标

的公司行业地位” 中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行业地位情况。

（四）中介机构发表意见

财务顾问认为，作为DisplayPort标准的首批撰写者和制定者之一，以及视频电子标准协会（VESA）VR/AR

标准工作组的发起成员和主席单位、VR标准化组织ICVR的主要发起单位，标的公司具有较高的技术影响力、业

界知名度以及行业地位。

五、其他

问题16：请以产权控制结构图形式，补充披露交易对方的全部股东情况，披露中应穿透披露至自然人或国有

持股主体。各股东或间接股东属于合伙企业的，同时还应当披露有限出资人，合伙协议关于合伙事务执行的约

定。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以产权控制结构图形式，补充披露交易对方的全部股东情况，披露中应穿透披露至自然人或国有持股

主体。各股东或间接股东属于合伙企业的，同时还应当披露有限出资人，合伙协议关于合伙事务执行的约定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出售方为匠芯知本股东嘉兴海大、上海数珑、深圳鑫天瑜、宁波经

瑱、嘉兴乾亨、合肥润信等六家合伙企业及集成电路基金一家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1、嘉兴海大及其穿透情况

（1）出资结构

嘉兴海大的出资结构见《问询函》问题2第（1）题回复之“1）嘉兴海大的基本情况” 。

（2）产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嘉兴海大的产权结构及控制关系如下：

（3）执行事务合伙人山海资本

根据嘉兴海大现行有效的合伙协议，山海资本为嘉兴海大执行事务合伙人。山海资本的股权结构见《问询

函》问题2第（1）题回复之“1）嘉兴海大的基本情况”之“⑤合伙人及其穿透情况” 之“A.执行事务合伙人山海

资本” 。

（4）有限合伙人海昆能芯

根据海昆能芯现行有效的合伙协议，山海资本作为海昆能芯执行事务合伙人。海昆能芯的出资情况见问询

函》问题2第（1）题回复之“1）嘉兴海大的基本情况” 之“⑤合伙人及其穿透情况” 之“B.有限合伙人海昆能

芯” 。

①海昆能芯之有限合伙人厚扬载德

根据厚扬载德现行有效的合伙协议并经核查，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厚扬载德的出资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

姓名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宁波厚扬方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200 0.69%

2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厚扬启航二期股权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2,840 44.52%

3

苏州厚扬启航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3,300 11.44%

4

李贵山 有限合伙人

3,000 10.40%

5

王济强 有限合伙人

3,000 10.40%

6

宁波中银信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 6.93%

7

孔熙贤 有限合伙人

2,000 6.93%

8

烟台华秋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00 3.47%

9

董继军 有限合伙人

1,000 3.47%

10

郭立华 有限合伙人

500 1.73%

合计

-- 28,840 100%

A．厚扬载德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厚扬方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结果，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宁波厚扬方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的各层产权控制关系具体如下：

公司名称 一级股东

/

出资人名称 二级股东

/

出资人名称 三级股东

/

出资人名称

宁波厚扬方盛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上海厚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苏卉

--

何超

黄怡如

周俊

叶富

刘贵进

朱莹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厚扬天宇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何超（执行事务合伙人）

黄怡如

B．厚扬载德有限合伙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厚扬启航二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根据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结果，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厚扬启航二期

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各层产权控制关系具体如下：

企业名称 一级股东

/

出资人名称

二级股东

/

出资人名

称

三级股东

/

出资人名称 四级股东

/

出资人名称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厚扬启航

二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陈献开

--

-- --

柯建生

江淦钧

李贵山

董继勇

张旭静

田永龙

丁敏华

宁波厚扬方盛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执行事务

合伙人）

见上表

莱州运磊建材有限公

司

钱书娟

叶志玷

烟台华衍商贸有限公

司

牟衍敏

烟台华秋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烟台佳杰投资有限公

司（执行事务合伙人）

烟台佳丰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

张立平

唐波

烟台华楚投资有限公

司

烟台佳丰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

--

C.�厚扬载德有限合伙人苏州厚扬启航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根据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结果，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苏州厚扬启航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的各层产权控制关系具体如下：

企业名称 一级股东

/

出资人名称 二级股东

/

出资人名称 三级股东

/

出资人名称 四级股东

/

出资人名称

苏州厚扬启航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烟台华秦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烟台知止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执行事务合伙人）

于春洋

--

烟台百盛水产品养殖有限

公司

文爱武

王敏

烟台华唐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烟台知止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执行事务合伙人）

见本表

烟台百盛水产品养殖有限

公司

孔熙贤

-- --

黄今迈

黄黎珍

苏忠振

董继勇

李贵山

徐延峰

陈献开

田永龙

马壮

上海怡扬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厚扬投资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王勇

上海杰泓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朱莹

何超（执行事务合伙人）

苏卉

叶富

李国兴

黄怡如

单世强

梁丽莉

--

何超

黄怡如

于立强

单世强

李国兴

叶富

苏卉

江淦钧

-- --

柯建生

杨建新

王维勇

何超

D．厚扬载德有限合伙人宁波中银信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结果，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宁波中银信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的各层产权控制关系具体如下：

公司名称 一级股东

/

出资人名称 二级股东

/

出资人名称

宁波中银信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汇众合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贾玉瑾

解冲

E．厚扬载德有限合伙人烟台华秋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烟台华秋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人）的各层产权控制关系见厚扬载德有限合伙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厚扬启航

二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产权控制关系表。

（5）合伙协议关于合伙事务执行的约定

嘉兴海大现行有效的合伙协议对合伙事务执行进行了如下约定：

“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获得管理费和报酬。

经全体合伙人决定，委托普通合伙人北京山海昆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为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外

代表企业。经执行事务合伙人决定，委派赵显峰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代表执行合伙事务。执行事务合伙人应确

保其委派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代表能够独立执行合伙企业事务并遵守本协议的约定。 执行事务合伙人可自行决

定更换其委派的代表，但更换时应书面通知全体合伙人，并办理相应的企业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不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有权监督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情况。 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当定期向其

他合伙人报告事务执行情况、投资情况以及合伙企业的经营和财务状况，其执行合伙事务所产生的收益归合伙

企业，所产生的费用和亏损由合伙企业承担。

普通合伙人作为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拥有按合伙协议的规定全权负责合伙企业及投资业务以及

其他合伙事务之管理、运营、控制、决策的全部职权，该等职权由执行事务合伙人直接行使或通过其委派的代表

行使。 执行事务合伙人的职权包括但不限于：1） 全面负责本合伙企业的各项投资业务及其他业务的管理及决

策；2）代表本合伙企业对外签署、交付和履行协议、合同及其他文件；3）代表本合伙企业对各类投资项目进行管

理，包括但不限于负责本合伙企业的投资项目的筛选、调查及项目管理等事务；4）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以维持本

合伙企业合法存续、以合伙企业身份开展经营活动；5）为本合伙企业的利益提起诉讼、仲裁或应诉，与争议对方

进行协商或和解等，以解决本合伙企业与第三方的争议；采取所有可能的行动以保障本合伙企业的财产安全，减

少因本合伙企业的业务活动而对本合伙企业、合伙人及其财产可能带来的风险；6）除根据本协议规定需全体合

伙人一致同意的合伙企业其他事务的决策和管理；7）法律或本协议授予的其他职权。

全体合伙人在此特别同意并授权执行事务合伙人可以对下列事项拥有独立决定权：1） 改变合伙企业的名

称；2）改变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主要经营场所的地点；3）处分合伙企业的不动产；4）转让或者处分合伙企业

的知识产权和其他财产权利， 合伙企业对外投资收入及其他收入向全体合伙人的分配及有限合伙人退伙时的

财产分配；5）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6）聘任合伙人以外的人担任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7）有限

合伙人入伙、退伙。8）以上事项的变更需要修改合伙协议的相关内容，作出修改合伙协议的决议。

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有《合伙企业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的行为，不视为执

行合伙事务。”

2、上海数珑及其穿透情况

（1）出资结构

根据上海数珑现行有效的合伙协议并经核查，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上海数珑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Logical Dragon Option Management Limited

普通合伙人

6 10%

2 Logical Dragon Option Holdings Limited

有限合伙人

54 90%

合计

-- 60 100%

（2）产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根据匠芯知本提供的材料及上海数珑的说明，上海数珑系一家设立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有限

合伙企业， 硅谷数模员工作为一项信托计划的最终受益人， 通过直接或间接持有上海数珑两名合伙人Logical�

Dragon� Options� Management� Limited和Logical� Dragon� Option� Holdings� Limited100%股权的方式最终拥有上海

数珑的全部权益。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该项信托计划尚在设立中，目前上海数珑的产权结构及控制关系如

下：

（3）执行事务合伙人Logical� Dragon� Option� Management� Limited

根据查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公司注册处网上查册中心的公开资料，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杨可为持

有Logical� Dragon� Option� Management� Limited100%的股权。

（4）有限合伙人Logical� Dragon� Option� Holdings� Limited

根据查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公司注册处网上查册中心的公开资料，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杨可为持

有Logical� Dragon� Option� Holdings� Limited100%的股权。

（5）合伙协议关于合伙事务执行的约定

上海数珑现行有效的合伙协议对合伙事务执行进行了如下约定：

“全体合伙人在此一致同意指定Logical� Dragon� Options� Management� Limited（普通合伙人）为执行执行事

务合伙人。Kewei� Yang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的代表。

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在执行事务合伙人因故不再履行事务合伙人职责时，经占合伙企业实缴出资总额三

分之二（2/3）以上的合伙人书面同意后可另行选定一位普通合伙人（如有）为新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并执行合伙企业事务，其他合伙人不再执行合伙企业事务。执行事务合

伙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所产生的任何收益归合伙企业所有，所产生的任何亏损和民事责任由合伙企业承担。执

行事务合伙人在执行合伙事务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费用应由合伙企业承担。

执行事务合伙人应拥有代表全体合伙人和合伙企业处理合伙企业所有及任何事宜的权限和权力； 全体合

伙人在此同意不限制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权力范围。

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定期向每位有限合伙人报告合伙企业的业绩以及经营和财务状况。

执行事务合伙人应有权利在处理合伙企业事务过程中向法律顾问、 会计师和/或在相关事务方面拥有经验

的其他专家寻求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执行事务合伙人合理依赖此等意见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不应使执行事务

合伙人对合伙企业或任何合伙人承担责任。

占合伙企业多数实缴出资额的合伙人可要求执行事务合伙人聘请会计师对合伙企业的最新财务报表进行

审计。”

3、深圳鑫天瑜及其穿透情况

（1）出资结构

根据深圳鑫天瑜现行有效的合伙协议并经核查，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深圳鑫天瑜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深圳前海鑫天瑜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鑫天瑜资本）

普通合伙人

100 0.4975%

2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0 99.5025%

合计

-- 20,100 100%

（2）产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深圳鑫天瑜的产权结构及控制关系如下：

（3）执行事务合伙人鑫天瑜资本

根据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结果，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鑫天瑜资本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伍杰

920 92%

2

俞威波

80 8%

合计

1,000 100%

（4）有限合伙人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现行有效的《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章程》，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50,000 100%

合计

50,000 100%

（5）合伙协议关于合伙事务执行的约定

深圳鑫天瑜现行有效的合伙协议对合伙事务执行进行了如下约定：

“普通合伙人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合伙企业的管理人，有权以其自身名义或合伙企业的名义管理、经营

合伙企业及其事务，其权限及职责包括但不限于：1）合伙人增加或减少出资；2）合伙人入伙或退伙；3）对外开

展业务，订立合同；4）支持合伙企业的日常管理工作；5）制定合伙企业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方案；6）制定合伙

企业具体管理制度或者规章制度；7）聘任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包括聘请合伙人以外的人员担任合伙企业

的经营管理人员；8）分析评价潜在的投资项目，制订对目标项目进行投资的方案；9）代表合伙企业就目标项目

和相关各方进行谈判；10）决定投资和投资项目的退出；11）在投资后对目标项目进行跟踪管理并制订适当的退

出策略等。

有限合伙人的以下行为，不视为执行合伙事务：1）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提出建议；2）参与选择承办合伙企业

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3）获取经审计的合伙企业财务会计报告；4）对涉及自身利益的情况，查阅合伙企业

财务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5）在合伙企业中的利益受到侵害时，向有责任的合伙人主张权利或者提起诉讼；6）

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时，督促其行使权利或者为了合伙企业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7）依法为

合伙企业提供担保。

任何有限合伙人均不得参与管理或控制合伙企业的投资业务及其他以有限合伙名义进行的活动、 交易和

业务，或代表合伙企业签署文件，或从事其他对合伙企业形成约束的行为。”

4、宁波经瑱及其穿透情况

（1）出资结构

根据宁波经瑱现行有效的合伙协议并经核查，王光善任宁波经瑱执行事务合伙人，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

日，宁波经瑱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王光善 普通合伙人

1 0.0029%

2

吴英 有限合伙人

24,500 70.0000%

3

周海祥 有限合伙人

10,499 29.9971%

合计

-- 35,000 100%

注：宁波经瑱合伙人王光善与吴英系夫妻关系。（2）产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宁波经瑱的产权结构及控制关系如下：

（3）合伙协议关于合伙事务执行的约定

宁波经瑱现行有效的合伙协议对合伙事务执行进行了如下约定：

“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外代表企业，普通合伙人王光善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其他合伙人不再执行合伙企业事

务，不参加执行事务的合伙人有权监督执行事务的合伙人，检查其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情况，并依照约定向其他

不参加执行事务的合伙人报告事务执行情况以及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收益归全体合伙人，所产生

的亏损或者民事责任，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获得奖励。

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企业日常运营，对外代表合伙企业签署相关文件。执行事务合伙人不按照合伙协议约

定或者全体合伙人决定执行事务导致违约发生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对其他合伙人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5、嘉兴乾亨及其穿透情况

（1）出资结构

根据嘉兴乾亨现行有效的合伙协议并经核查，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嘉兴乾亨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

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山海资本 普通合伙人

1 0.021%

2

何超 有限合伙人

1417 30.29%

3

蔡洪波 有限合伙人

500 10.69%

4

恽伟成 有限合伙人

500 10.69%

5

赵平 有限合伙人

1000 21.38%

6

王冰 有限合伙人

500 10.69%

7

于欢 有限合伙人

260 5.56%

8

王钧 有限合伙人

500 10.69%

合计

-- 4,678 100%

（2）产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嘉兴乾亨的产权结构及控制关系如下：

（3）执行事务合伙人山海资本

根据嘉兴乾亨现行有效的合伙协议，山海资本为嘉兴乾亨执行事务合伙人。山海资本的股权结构见《问询

函》问题2.�第（一）题回复之“1）嘉兴海大的基本情况”之“⑤合伙人及其穿透情况” 之“A.执行事务合伙人山

海资本” 。

（4）合伙协议关于合伙事务执行的约定

嘉兴乾亨现行有效的合伙协议对合伙事务执行进行了如下约定：

“普通合伙人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合伙企业的管理人，有权以其自身名义或合伙企业的名义管理、经营

合伙企业及其事务，其权限及职责包括但不限于：1）合伙人增加或减少出资；2）合伙人入伙或退伙；3）对外开

展业务，订立合同；4）支持合伙企业的日常管理工作；5）制定合伙企业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方案；6）制定合伙

企业具体管理制度或者规章制度；7）聘任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包括聘请合伙人以外的人员担任合伙企业

的经营管理人员；8）分析评价潜在的投资项目，制订对目标项目进行投资的方案；9）代表合伙企业就目标项目

和相关各方进行谈判；10）决定投资和投资项目的退出；11）在投资后对目标项目进行跟踪管理并制订适当的退

出策略等。

有限合伙人的以下行为，不视为执行合伙事务：1）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提出建议；2）参与选择承办合伙企业

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3）获取经审计的合伙企业财务会计报告；4）对涉及自身利益的情况，查阅合伙企业

财务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5）在合伙企业中的利益受到侵害时，向有责任的合伙人主张权利或者提起诉讼；6）

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时，督促其行使权利或者为了合伙企业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7）依法为

合伙企业提供担保。

任何有限合伙人均不得参与管理或控制合伙企业的投资业务及其他以有限合伙名义进行的活动、交易和业

务，或代表合伙企业签署文件，或从事其他对合伙企业形成约束的行为。”

6、合肥润信及其穿透情况

（1）出资结构

根据合肥润信现行有效的合伙协议并经核查，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合肥润信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

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北京润信文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京润信”）

普通合伙人

1 0.002%

2

安徽省铁路建设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0 53.49%

3

景德镇润信昌南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5,500 27.63%

4

山南润信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2,000 3.57%

5

北京华天饮食集团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 1.78%

6

郝茹 有限合伙人

1,000 1.78%

7

傅磊 有限合伙人

1,000 1.78%

8

邱业致 有限合伙人

2,020 3.60%

9

育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20 1.82%

10

南京彤天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10 0.91%

11

北京博观睿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20 1.82%

12

刘青松 有限合伙人

1,020 1.82%

合计

-- 56,091 100%

（2）产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合肥润信的产权结构及控制关系如下：

（3）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润信

根据北京润信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北京润信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宋文雷

7 70%

2

李方舟

3 30%

合计

10 100%

（4）有限合伙人安徽省铁路建设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根据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结果，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安徽省铁路建设投资基金有限公

司的各层产权控制关系具体如下：

公司名称

一级股东

/

出资人名

称

二级股东

/

出资人名称

三级股东

/

出资人名

称

四级股东

/

出资人名

称

五级股东

/

出资人

名称

安徽省铁路建设投资基金

有限公司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

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 --

安徽省皖投铁路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

见本表

安徽省地质勘查基金

管理中心

-- --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

司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财政部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国务院

（5）有限合伙人景德镇润信昌南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根据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结果，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景德镇润信昌南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的各层产权控制关系具体如下：

企业名称

一级股东

/

出资人

名称

二级股东

/

出资人

名称

三级股东

/

出资人名

称

四级股东

/

出资人名称 五级股东

/

出资人名称

景德镇润信昌南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北京润信（执行事

务合伙人）

见“安徽省铁路建

设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产权控制表

-- -- --

北京润信鼎泰资

本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代码

600030

）

--

世纪金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黄世荧

黄涛

黄如论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见“安徽省铁路建设投资基

金有限公司”产权控制表

景德镇合盛光电

产业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景德镇市国资运

营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景德镇市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 --

景德镇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

--

郑春建

--

（6）有限合伙人山南润信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根据山南润信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现行有效的合伙协议，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山南润信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胡超 有限合伙人

40.00 4.00%

2

兰学会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95.00 9.50%

3

张云 有限合伙人

110.00 11.00%

4

范忠远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90.00 9.00%

5

李嶔 有限合伙人

15.00 1.50%

6

徐涛 有限合伙人

120.00 12.00%

7

李婧 有限合伙人

15.00 1.50%

8

李方舟 有限合伙人

25.00 2.50%

9

宋文雷 有限合伙人

95.00 9.50%

10

沈中华 有限合伙人

110.00 11.00%

11

方涵 有限合伙人

25.00 2.50%

12

徐显刚 有限合伙人

65.00 6.50%

13

张田 有限合伙人

25.00 2.50%

14

刘珂昕 有限合伙人

60.00 6.00%

15

邝宁华 有限合伙人

60.00 6.00%

16

刘迪 有限合伙人

50.00 5.00%

合计

-- 1,000.00 100%

（7）有限合伙人北京华天饮食集团公司

根据北京华天饮食集团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北京华天饮食集团公司的出

资人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类型 出资数额 营业执照编号

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中心 法人股东（非公司）

6,229.30

万元

110102000593262

（8）有限合伙人育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育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育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5,000.00 100%

合计

5,000.00 100%

（9）有限合伙人南京彤天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南京彤天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南京彤天科技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本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李玲玲

699.00 8.74%

2

张宏

239.00 2.99%

3

李威东

238.00 2.98%

4

邓洪

238.00 2.98%

5

李雯

119.00 1.49%

6

汪海杰

119.00 1.49%

7

刘金云

119.00 1.49%

8

罗兵

119.00 1.49%

9

夏涛

119.00 1.49%

10

杨蔚南

119.00 1.49%

11

陈敏

119.00 1.49%

12

王根和

119.00 1.49%

13

肖国锋

119.00 1.49%

14

陈士洁

119.00 1.49%

15

朱震瀛

119.00 1.49%

16

丁庆珠

119.00 1.49%

17

陈尚

119.00 1.49%

18

于守富

119.00 1.49%

19

董鹤崟

119.00 1.49%

20

刘金芝

119.00 1.49%

21

刘咸达

119.00 1.49%

22

张振远

119.00 1.49%

23

刘玉庆

119.00 1.49%

24

殷志东

119.00 1.49%

25

曾天卷

119.00 1.49%

26

王惟峰

119.00 1.49%

27

柳志荣

119.00 1.49%

28

徐明泉

119.00 1.49%

29

张建钟

119.00 1.49%

30

王小兵

119.00 1.49%

31

郭裔

119.00 1.49%

32

卞毓华

119.00 1.49%

33

孔令珂

119.00 1.49%

34

朱雪峰

119.00 1.49%

35

余武仕

119.00 1.49%

36

毛应龙

119.00 1.49%

37

顾林其

119.00 1.49%

38

王顺喜

438.00 5.48%

39

浦西民

314.00 3.93%

40

阎法强

167.00 2.09%

41

陈俊华

148.00 1.85%

42

王晨

168.00 2.10%

43

白洁

190.00 2.38%

44

刘晓惠

447.00 5.59%

45

蒋金生

238.00 2.98%

46

庞之栋

167.00 2.09%

47

斯培浪

168.00 2.10%

48

何新平

95.00 1.19%

49

严荣楼

119.00 1.49%

合计

8,000.00 100%

（10）有限合伙人北京博观睿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根据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结果，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北京博观睿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的各层产权控制关系具体如下：

公司名称

一级股东

/

出

资人名称

二级股东

/

出资人

名称

三级股东

/

出资人

名称

四级股东

/

出

资人名称

五级股东

/

出资人

名称

六级股东

/

出资

人名称

七级股东

/

出

资人名称

北京博观睿

智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新水（北京）信

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北京搏普锐成科

技发展中心（有限

合伙）

王梓（执行事务合

伙人）

--

-- -- --

王少林

北京蜂鸟创投投

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唐北川（执行事务

合伙人）

利斌

北京博观睿智股

权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蔡晔炳（执行事务

合伙人）

宋学红

杨辉

北京新业文津科

技发展中心（有限

合伙）

文津国际投资（北

京）有限公司（执行

事务合伙人）

于田

张东明

刘进

刘瑞红

朱朝阳

西藏紫光新业投资

有限公司

北京紫光资

本管理有限

公司

紫光集团有限公

司

清华控股有限

公司

清华大学

北京健坤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李禄媛

赵伟国

李义

清控资产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

清控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清华控股有

限公司

见本表

文津国际投资（北

京）有限公司

见本表

-- -- -- --

（11）合伙协议关于合伙事务执行的约定

合肥润信现行有效的合伙协议对合伙事务执行作出如下约定：

“普通合伙人担任本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

执行事务合伙人在遵守适用法律并受限于合伙协议相关规定的条件下，有权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以合伙企

业的名义对合伙企业的财产进行投资、管理、运用、处置和回收，并签署、交付、接收、履行与合伙企业事务相关的

法律文件。

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委派一名自然人代表负责具体执行合伙事务。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随时更换其委派的执

行事务代表。

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以合伙企业的名义开展任何业务，签署任何文件或代表合伙企业行

事。”

7、集成电路基金及其合伙人基本穿透情况

（1）出资结构

根据集成电路基金提供的书面材料，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集成电路基金的股本设置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亿股） 持股比例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360 25.95%

2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320 23.07%

3

中国烟草总公司

200 14.42%

4

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 7.21%

5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100 7.21%

6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50 3.60%

7

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0 3.60%

8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28 2.02%

9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28 2.02%

10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5 0.36%

11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5 0.36%

12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5 0.36%

13

华芯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 0.09%

14

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 0.07%

15

上海武岳峰浦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 0.07%

16

赛伯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 0.07%

17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50 3.60%

18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1 2.96%

19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1 2.96%

合计

1,387.2 100%

（2）产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集成电路基金的产权结构及控制关系如下：

8、宁波经瑱、深圳鑫天瑜、嘉兴乾亨、合肥润信各自与其他交易对方之间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的补充说

明。

（1）深圳鑫天瑜、合肥润信各自与其他交易对方之间的关系

1）经核查，深圳鑫天瑜、合肥润信各自与其他交易对方在股权、出资、管理层相互独立，深圳鑫天瑜、合肥润

信各自与其他任一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剔除不适用的条款）的应

当认定为一致行动人的下列情形：

①一方与其他任一交易对方之间存在股权控制关系；

②一方与其他任一交易对方之间受同一主体控制；

③任何一方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中的主要成员，同时在其他任一交易对方处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

④一方与其他任一交易对方相互参股，并可以对参股对方的重大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⑤一方与其他任一交易对方之间为取得本次交易标的股权相互提供融资安排；

⑥一方与其他任一交易对方除持有本次交易标的匠芯知本外，不存在其他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

关系。

⑦一方与其他任一交易对方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2）根据深圳鑫天瑜出具的承诺，除与本次交易的其他交易对方共同持有标的公司的股权之外，该企业及直

接、间接出资人、被投资企业与其他交易对方及其直接、间接出资人、被投资企业不存在以下关系：

①直接或间接的投资关系；

②委托持股、信托持股、隐名投资或其他形式的股权/出资安排；

③亲属关系，包括：

A.直系血亲，包括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等；

B.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包括兄弟姐妹、父母的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等；

C.姻亲关系，包括配偶、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子女；兄弟姐妹的配偶；子女的配偶、子女配

偶的父母等；

④相互之间的任职关系；

⑤其他可能导致利益输送的协议、安排及类似书面或口头的约定。

本次交易完成后36个月内，在上市公司的日常运作中，除发生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损害上

市公司利益或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外， 该企业将单独委派股东代表出席股东大会并独立行使股东表决权，

承诺不会与其他交易对方事先协商并对议案表决结果达成一致意向后再进行投票表决，不会与其他交易对方联

合提案或提名，亦不会与其他交易对方相互以委托、信托等任何方式行使股东表决权，与其他交易对方形成一致

行动的意向。

3）根据合肥润信作出的承诺，除与本次交易的其他交易对方共同持有本次重组标的公司的股权之外，该企

业与本次交易的其他交易对方不存在以下关系：

①直接或间接的投资关系；

②委托持股、信托持股、隐名投资或其他形式的股权/出资安排；

③其他可能导致利益输送的协议、安排及类似书面或口头的约定。

本次交易完成后36个月内，在上市公司的日常运作中，除发生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损害上

市公司利益或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外， 该企业将单独委派股东代表出席股东大会并独立行使股东表决权，

承诺不会与其他交易对方事先协商并对议案表决结果达成一致意向后再进行投票表决，不会与其他交易对方联

合提案或提名，亦不会与其他交易对方相互以委托、信托等任何方式行使股东表决权，与其他交易对方形成一致

行动的意向。

（2）宁波经瑱与其他交易对方之间的关系

1）根据宁波经瑱、嘉兴海大提供的企业注册登记资料及说明并经核查，宁波经瑱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王光善

亦为嘉兴海大有限合伙人海昆能芯的出资人。海昆能芯的穿透情况详见《问询函》问题16回复之“1、嘉兴海大

及其穿透情况”之“（4）有限合伙人海昆能芯” 。

根据宁波经瑱的承诺，除上述情形及共同持有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匠芯知本的股权以外，该企业及其出资人、

被投资企业与集成电路基金及其直接、间接股东、实际控制人、被投资企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嘉兴海

大、上海数珑、嘉兴乾亨、深圳鑫天瑜、合肥润信及其直接、间接出资人、被投资企业不存在以下关系：

①直接或间接的投资关系；

②委托持股、信托持股、隐名投资或其他形式的股权/出资安排；

③亲属关系，包括：

A.直系血亲，包括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等；

B.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包括兄弟姐妹、父母的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等；

C.姻亲关系，包括配偶、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子女；兄弟姐妹的配偶；子女的配偶、子女配

偶的父母等；

④相互之间的任职关系；

⑤其他可能导致利益输送的协议、安排及类似书面或口头的约定。

本次交易完成后36个月内，在上市公司的日常运作中，除发生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损害上

市公司利益或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外， 该企业将单独委派股东代表出席股东大会并独立行使股东表决权，

承诺不会与其他交易对方事先协商并对议案表决结果达成一致意向后再进行投票表决，不会与其他交易对方联

合提案或提名，亦不会与其他交易对方相互以委托、信托等任何方式行使股东表决权，与其他交易对方形成一致

行动的意向。

2）经核查，尽管宁波经瑱与嘉兴海大存在共同出资人，但两名交易对方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互相独立，各自

根据两家合伙企业的合伙协议的约定执行合伙企业事务， 不存在因有共同出资人而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的情形；

此外，宁波经瑱与嘉兴海大之间亦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剔除不适用的条款）的应

当认定为一致行动人的下列情形：

①宁波经瑱与嘉兴海大之间存在股权控制关系；

②宁波经瑱与嘉兴海大之间受同一主体控制；

③宁波经瑱与嘉兴海大相互参股，并可以对参股对方的重大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④宁波经瑱与嘉兴海大之间为取得本次交易标的股权相互提供融资安排；

⑤宁波经瑱与嘉兴海大除持有本次交易标的匠芯知本外，不存在其他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

系。

⑥宁波经瑱与嘉兴海大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根据宁波经瑱执行事务合伙人、嘉兴海大有限合伙人海昆能芯的有限合伙人王光善的承诺，自签署海昆能

芯合伙协议并认缴其在海昆能芯的出资之日起，王光善按照海昆能芯合伙协议的约定不参与管理、运营、控制或

决策海昆能芯的合伙事务，亦未对外代表海昆能芯签署、交付或履行任何协议或其他文件；王光善与嘉兴海大、

海昆能芯执行事务合伙人山海资本及其现任股东、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除

王光善同时作为嘉兴海大有限合伙人海昆能芯的有限合伙人以外， 宁波经瑱与嘉兴海大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宁波经瑱亦未与嘉兴海大于匠芯知本股东会层面形成任何一致行动的意向。

3）经核查，宁波经瑱与其他交易对方基金在股权、出资、管理层亦相互独立，宁波经瑱与其他交易对方中任

一名之间，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剔除不适用的条款）的应当认定为一致行动人的

下列情形：

①一方与其他任一交易对方之间存在股权控制关系；

②一方与其他任一交易对方之间受同一主体控制；

③任何一方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中的主要成员，同时在其他任一交易对方处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

④一方与其他任一交易对方相互参股，并可以对参股对方的重大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⑤一方与其他任一交易对方之间为取得本次交易标的股权相互提供融资安排；

⑥一方与其他任一交易对方除持有本次交易标的匠芯知本外，不存在其他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

关系。

⑦一方与其他任一交易对方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3）嘉兴乾亨与其他交易对方之间的关系

1）根据嘉兴乾亨、嘉兴海大提供的企业注册登记资料及出具的承诺，嘉兴乾亨、嘉兴海大的执行事务合伙

人同为山海资本，嘉兴乾亨有限合伙人王钧、赵平、何超亦为嘉兴海大有限合伙人海昆能芯的直接及间接出资

人，嘉兴乾亨与嘉兴海大构成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海昆能芯的穿透情况详见《问询函》问题16回复之“1、

嘉兴海大及其穿透情况”之“（4）有限合伙人海昆能芯” 。

根据嘉兴乾亨的承诺，除共同持有本次重组标的公司的股权以外，该企业及直接、间接出资人、被投资企业

与上海数珑、宁波经瑱、深圳鑫天瑜、合肥润信及其直接、间接出资人、被投资企业，集成电路基金及其直接、间接

股东、实际控制人、被投资企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以下关系：

①直接或间接的投资关系；

②委托持股、信托持股、隐名投资或其他形式的股权/出资安排；

③亲属关系，包括：

A.直系血亲，包括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等；

B.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包括兄弟姐妹、父母的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等；

C.姻亲关系，包括配偶、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子女；兄弟姐妹的配偶；子女的配偶、子女配

偶的父母等；

④相互之间的任职关系；

⑤其他可能导致利益输送的协议、安排及类似书面或口头的约定。

本次交易完成后36个月内，在上市公司的日常运作中，除发生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损害上

市公司利益或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外， 该企业将单独委派股东代表出席股东大会并独立行使股东表决权，

承诺不会与其他交易对方事先协商并对议案表决结果达成一致意向后再进行投票表决，不会与其他交易对方联

合提案或提名，亦不会与其他交易对方相互以委托、信托等任何方式行使股东表决权，与其他交易对方形成一致

行动的意向。

2）经核查，嘉兴乾亨与集成电路基金、上海数珑、宁波经瑱、深圳鑫天瑜、合肥润信在股权、出资、管理层相

互独立，嘉兴乾亨与该5名中任一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剔除不适

用的条款）的应当认定为一致行动人的下列情形：

①一方与其他任一交易对方之间存在股权控制关系；

②一方与其他任一交易对方之间受同一主体控制；

③任何一方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中的主要成员，同时在其他任一交易对方处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

④一方与其他任一交易对方相互参股，并可以对参股对方的重大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⑤一方与其他任一交易对方之间为取得本次交易标的股权相互提供融资安排；

⑥一方与其他任一交易对方除持有本次交易标的匠芯知本外，不存在其他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

关系。

⑦一方与其他任一交易对方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二）补充披露情况

万盛股份已在预案（修订稿）“第三节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之“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具体情

况”中补充披露了交易对方的产权控制情况。

万盛股份已在预案（修订稿）中“第三节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之“三、交易对方关于相关事项的说明” 之

“（七）宁波经瑱、深圳鑫天瑜、嘉兴乾亨、合肥润信各自与其他交易对方之间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的补充说

明”中补充披露了宁波经瑱、深圳鑫天瑜、嘉兴乾亨、合肥润信各自与其他交易对方之间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

系的具体情况。

（三）中介机构发表意见

经核查，财务顾问和律师认为：

①合肥润信、深圳鑫天瑜各自与其他任一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应当认定为一致行动人的情形，结合合肥润信、深圳鑫天瑜分别出具的承诺，上述2名交易对方各自与其他任

何一名交易对方彼此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②根据嘉兴海大及宁波经瑱各自合伙协议的约定、宁波经瑱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王光善，嘉兴海大分别出

具的承诺，除存在共同出资人以外，宁波经瑱与嘉兴海大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亦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宁

波经瑱与其他5名交易对方嘉兴乾亨、上海数珑、深圳鑫天瑜、合肥润信、集成电路基金之间不存在《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当认定为一致行动人的情形，结合宁波经瑱出具的承诺，宁波经瑱与其他5名

交易对方嘉兴乾亨、上海数珑、深圳鑫天瑜、合肥润信、集成电路基金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③嘉兴乾亨与本次交易的其他5名交易对方上海数珑、深圳鑫天瑜、宁波经瑱、合肥润信、集成电路基金之间

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当认定为一致行动人的情形，结合嘉兴乾亨出具的承诺，

除与嘉兴海大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构成一致行动关系以外，嘉兴乾亨与上海数珑、宁波经瑱、深圳鑫天瑜、合肥润

信及集成电路基金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问题17：预案披露，标的资产预估过程中假设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有线传输仍将占市场主导地位，以及假设

8G/10G高速移动或手持产品如市场预计如期出现并量产。请公司：(1)针对“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有线传输仍将

占市场主导地位” 的假设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2）针对“假设8G/10G高速移动或手持产品如市场预计如期出

现并量产”该假设，充分披露假设的依据和合理性。请财务顾问和评估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针对“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有线传输仍将占市场主导地位” 的假设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

详见预案“重大风险提示/二、标的公司经营相关的风险/（一）技术替代风险” 部分。

（二）针对“假设8G/10G高速移动或手持产品如市场预计如期出现并量产” 该假设，充分披露假设的依据

和合理性

针对“假设8G/10G高速移动或手持产品如市场预计如期出现并量产”该假设，主要是基于谨慎性考虑而设

定。本次预估在对标的公司未来收入进行预测时，主要产品增加了新产品Re-Timer信号整形芯片,�该新产品主

要用于各类8G/10G以上高清显示设备和高速传输设备。2017年初，Intel公司宣布年底前将Cannonlake处理器推

向市场，该新款处理器开始支持更高速10G的信号传输，新款个人电脑将标配Re-Timer信号整形芯片。标的公司

基于自身技术优势，已与戴尔、惠普等主流厂商达成合作意向，标的公司Re-Timer信号整形芯片将装配在其新

款电脑产品中，经与合作方沟通了解，预计交货时间为三季度，由此将其预测到三季度的收入中。但是，市场对于

Intel公司Cannonlake处理器的推出时间传言较多，预估时从谨慎性角度出发，加入了上述针对性假设。

截止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标的公司已经收到了Re-Timer信号整形芯片的订单，预计于三季度交货，与当

时假设一致，鉴于此，预计在正式评估报告时不再需要该针对性假设。

（三）补充披露情况

万盛股份已在预案 （修订稿）“第五节标的资产预估作价” 之 “二、 标的资产预估过程合理性分析” 之

“（二）评估假设的合理性分析” 之“2、特殊假设”之“（5）假设8G/10G高速移动或手持产品如市场预计如期出

现并量产”中补充披露了相关假设的依据和合理性。

（四）中介机构发表意见

财务顾问和评估师认为：

1、相关风险提示已在预案（修订稿）“重大风险提示/二、标的公司经营相关的风险/（一）技术替代风险”

部分进行披露；

2、评估机构从谨慎性角度出发，加入了“假设8G/10G高速移动或手持产品如市场预计如期出现并量产” 的

针对性假设。截止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标的公司已经收到了Re-Timer信号整形芯片的订单，预计于三季度交

货，与当时假设一致，鉴于此，预计在正式评估报告时不再需要该针对性假设。

问题18：预案披露，交易对方嘉兴乾亨尚未完成私募基金登记备案，未取得《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请公

司补充披露相关进展，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请说明对本次交易的影响。

回复：

（一）嘉兴乾亨私募基金备案情况

根据嘉兴乾亨出具的说明，嘉兴乾亨准备于近期提交私募基金登记备案资料，争取尽快完成备案工作，备案

登记事项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二）补充披露情况

万盛股份已在预案（修订稿）中“第三节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之“三、交易对方关于相关事项的说明” 之

“（五）关于本次交易对方是否属于《基金法》、《管理暂行办法》、《基金备案办法》所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私

募基金管理人的说明”之“4、嘉兴乾亨” 中补充披露了嘉兴乾亨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具体情况。

公司已根据上述要求对《浙江万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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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及其

摘要进行了修订和补充。具体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浙江万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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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摘要

（修订稿）》。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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