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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参股公司间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支持上海芯元基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元基” ）的发展，同时带动公司相关设

备在业界的推广， 公司拟将持有的上海创徒光电技术服务有限公司19%股权以现金570万元人民币

转让给芯元基。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拟在芯元基投前估值11,800万元人民币的基础上，以现金

方式投资570万元人民币，认购芯元基新增4.4988%的股权，对应芯元基新增注册资本24.5480万元人

民币。本次增资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芯元基12.3915%的股权。

为便于实施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事宜， 特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相关部门全权办理本

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具体事宜。授权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相关事项全部办理完毕为止。

目标公司系公司董事杜志游担任董事的企业，因此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

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董事杜志游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中微半导体设备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20-037）。

（四）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为进一步实施建设高端半导体装备研发与产业化项目，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结合公司整体业

务布局，公司拟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设立全资子公司，进行项目建设。该等全

资子公司的注册资金：100,000万人民币，企业名称、住所、经营范围等具体信息以届时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为便于实施全资子公司的设立事宜， 特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相关部门全权办理全资

子公司设立的具体事宜。授权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相关事项全部办理完毕为止。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微半导体设备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现提请于2020年6月22日召开公司2020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

案》、《关于公司〈2020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中微半导体设备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0-035）。

特此公告。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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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

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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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微公司” 或“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八

次会议于2020年6月5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会议方式召开。 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

监事会会议的提前通知期限，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0年6月4日通过电话及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到会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余峰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自2020年3月19日公司公告《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后，公司二级市场股价发生

了较大波动，公司为更好地实施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达到激励的目的，同时兼顾成本费用的考虑，根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第四号--股权激励信

息披露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对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限制性股票

授予数量、激励对象、授予价格等做了调整，其他未修订部分，仍然有效并继续执行。

公司修订后的《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内容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第四号一一股权激励信息披露指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激励计划的实施将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实施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20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为配合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提高公司整体中长期激励计划的有效性，

保障公司核心经营管理团队的稳定并促进公司长远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科创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第四号一一股权激励信息披露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2020�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股票增值权授

予数量、授予价格等做了调整，其他未修订部分，仍然有效并继续执行

公司修订后的《2020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内容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第四号一一股权激励信息披露指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激励计划的实施将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实施2020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20年股票增值权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三）审议通过《关于核实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的议

案》

对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进行初步核查后，监事会认为：列

入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的人员作为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20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参股公司间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支持上海芯元基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元基” ）的发展，同时带动公司相关设

备在业界的推广， 公司拟将持有的上海创徒光电技术服务有限公司19%股权以现金570万元人民币

转让给芯元基。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拟在芯元基投前估值11,800万元人民币的基础上，以现金

方式投资570万元人民币，认购芯元基新增4.4988%的股权，对应芯元基新增注册资本24.5480万元人

民币。本次增资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芯元基12.3915%的股权。

目标公司系公司董事杜志游担任董事的企业，因此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构成关联交易，但未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中微半导体设备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20-037）。

特此公告。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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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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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6月22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0年6月22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泰华路188号中微公司二号楼三楼2303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0年6月22日

至2020年6月2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

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详情请查阅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中

微半导体设备 （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36）。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

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 《2020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

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

1、 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 相关公告已于2020年6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予以披露。公司将在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

开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登载《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 特别决议议案：1、2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2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2020年限制性股票、 股票增值权激励对象若同时是公司股东，则

需对议案1、2进行回避表决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

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

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

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

（三）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88012 中微公司 2020/6/16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

的，应出示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

书。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2、个人股东：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

或证明、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

书。

（二）登记时间：2020年6月17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4:00）。

（三）登记地点：上海市金桥出口加工区南区泰华路188号董事会办公室

（四）登记方式：可采用现场登记、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五）注意事项：股东请在参加现场会议时携带上述证件。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六、 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胡潇

电话：+86-21-6100� 1199-2227

传真：+86-21-6100� 2205

地址：上海市金桥出口加工区南区泰华路188号董事会办公室

（二）会议费用情况：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所有费用自理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特此公告。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6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0年6月22日召开的贵公司2020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2

关于公司《2020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

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88012� � � �证券简称：中微公司 公告编号：2020-036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

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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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征集投票权的起止时间：2020年6月16日至2019年6月17日

● 征集人对所有表决事项的表决意见：同意

● 征集人未持有公司股票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颁布的《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并按照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Chen,Shimin（陈世敏）博士作为征集人，就公司拟于

2020年6月22日召开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股权激励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

投票权。

一、征集人的基本情况、对表决事项的表决意见及理由

（一）征集人的基本情况

1、本次征集投票权的征集人为公司现任独立董事Chen,Shimin（陈世敏）博士，其基本情况如

下：

Chen,Shimin（陈世敏）博士，1958年生，美国国籍，上海财经大学学士、硕士，美国佐治亚大学博

士。1985年至1986年， 担任上海财经大学教师；1991年至1998年， 担任宾州克莱瑞恩大学（Clar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会计学副教授、教授；1998年至2002年，担任香港岭南大学会计学副教授；

2002年至2004年，担任路易斯安那大学拉法叶分校（The� University� of� Louisiana� at� Lafayette）会计

学副教授；2004年至2005年，担任香港岭南大学会计学副教授；2005年至2008年，历任香港理工大学

会计学副教授，会计金融学院副主任；2008年至今，历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会计学教授，副教务长及

工商管理硕士主任，案例中心主任。现任中微公司独立董事。

征集人未持有公司股票，目前未因证券违法行为收到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

诉讼或仲裁。

征集人与其主要直系亲属未就本公司股权有关事项达成任何协议或安排；其 作为公司独立董

事，与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人以及与 本次征集事项之间不存在任何利害

关系。

2、征集人对表决事项的表决意见及理由

征集人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出席了公司于2020年6月5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并

且对与公司实施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及2020年股

票增值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 ）相关的《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修

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二项议案均投了同意票，并发表了同意公司实施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和本次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的独立意见。

征集人认为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利于促进公司的持续发展，形成 对核心人员的长

效激励机制，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所规定的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6月22日14时30分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6月22日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

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泰华路188号中微公司二号楼三楼2303会议室

（三）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2 《关于公司〈2020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登载的《中微半导体设备（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0-035）。

三、征集方案

（一）征集对象

截止2020年6月15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

（二）征集时间

2020年6月16日至2020年6月17日（上午10:00-12:00，下午14:00-17:00）。

（三）征集方式：采用公开方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发布公告进行委托投票权征集行动。

（四）征集程序

1、股东决定委托征集人投票的，应按本报告附件确定的格式和内容逐项填写《独立董事公开征

集委托投票权授权委托书》（以下简称“授权委托书” ）。

2、向征集人委托的公司证券事务部提交本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及其他相关文件；本次征集委

托投票权由公司证券事务部签收授权委托书及其他相关文件：

（1）委托投票股东为法人股东的,其应提交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授权委托书原件、股东账户卡；法人股东按本条规定提供的 所有文件应由法人代表逐页签字并加

盖股东单位公章；

（2）委托投票股东为个人股东的,其应提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股票账户卡复

印件；

（3）授权委托书为股东授权他人签署的，该授权委托书应当经公证机关公证，并将公证书连同

授权委托书原件一并提交；由股东本人或股东单位法定代表

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不需要公证。

3、委托投票股东按上述第2点要求备妥相关文件后，应在征集时间内将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

采取专人送达、挂号信函或特快专递方式并按本报告书指定地址送达；采取挂号信函或特快专递方

式的，收到时间以公司证券事务部收到时间为准。

委托投票股东送达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的指定地址和收件人如下：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南区）泰华路188号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201201

电话：（021）61001199

联系人：胡潇

请将提交的全部文件予以妥善密封，注明委托投票股东的联系电话和联系人，并在显著位置标

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字样。

（五）委托投票股东提交文件送达后，经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审核，全部满足以下条件的授权

委托将被确认为有效：1、 已按本报告书征集程序要求将授权 委托书及相关文件送达指定地点；2、

在征集时间内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 3、股东已按本报告书附件规定格式填写并签署授权委

托书，且授权内容明确， 提交相关文件完整、有效；4、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的股东基本情况

与股 东名册记载内容相符；5、未将征集事项的投票权委托征集人以外的其他人行使。 股东将其对

征集事项投票权重复授权给征集人且其授权内容不相同的，以股东最 后一次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为

有效，无法判断签署时间的，以最后收到的授权委托 书为有效，无法判断收到时间先后顺序的，由

征集人以询问方式要求授权委托人 进行确认，通过该种方式仍无法确认授权内容的，该项授权委

托无效；6、 股东 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给征集人后， 股东可以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但对征集事项无投票权。

（六）经确认有效的授权委托出现下列情形的，征集人将按照以下办法处理：1、股东将征集事

项投票权授权委托给征集人后，在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 以书面方式明示撤销对征集人的授

权委托，则征集人将认定其对征集人的授权委 托自动失效；2、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给

征集人以外的其他人登记并 出席会议，且在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以书面方式明示撤销对征

集人的授权委托的，则征

集人将认定其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自动失效； 若在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未以书面方式

明示撤销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的，则对征集人的委托为唯一有效的授权委托；3、股东应在提交的授

权委托书中明确其对征集事项的投票指示， 并在 “同意” 、“反对” 或 “弃权” 中选择一项并打

“√” ，选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则征集人将认定其授权委托无效。

（七）由于征集投票权的特殊性，对授权委托书实施审核时，仅对股东根据 本公告提交的授权

委托书进行形式审核，不对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上的签字和 盖章是否确为股东本人签字或盖章

或该等文件是否确由股东本人或股东授权委 托代理人发出进行实质审核。符合本报告规定形式要

件的授权委托书和相关证明 文件均被确认为有效。

附件：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征集人：Chen,Shimin（陈世敏）

2020年6月6日

附件: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委托人确认, 在签署本授权委托书前已认真阅读了征集人为本次征集投票权

制作并公告的《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及其他相关文件,对本次征集投票权等相关情

况已充分了解。

本人/本公司作为授权委托人, 兹授权委托中微半导体设备 （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Chen,Shimin（陈世敏）作为本人/本公司的代理人出席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本授权委托书指示对以下会议审议事项行使表决权。本人/本公司对本

次征集投票权事项的投票意见：

序号 非累计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 案修订

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2

《关于公司 〈2020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 （草 案修订

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委托人应当就每一议案表示授权意见，具体授权以对应格内“√” 为准,未填写视为弃权)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名或盖章）：

委托股东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股数：

委托股东证券账户号：

签署日期：

本项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证券代码：688012� � � �证券简称：中微公司 公告编号：2020-037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与参股

公司间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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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交易简要内容：上海芯元基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元基” ）拟以570万元人民

币现金收购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微公司” 、“公司” ）所持上海创

徒光电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徒光电” ）全部股权，并以现金收购上海创徒科技创业服

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徒科技” ）所持创徒光电全部股权。后续，芯元基拟以投前整体估值11,

800万元人民币为基础，新增注册资本37.4680万元人民币，其中：中微公司投资570万元人民币认购

芯元基新增注册资本中的24.5480万元人民币；湖州创徒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湖州创徒” ）投资300万元人民币认购芯元基新增注册资本中的12.9200万元人民币。上述交易完

成后，创徒光电变为芯元基的全资子公司，中微公司不再直接持有创徒光电的股权；芯元基注册资

本增加至545.6547万元人民币，中微公司持股比例由8.4746%增加至12.3915%。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公司于2020年6月5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本事项，本事项无需

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芯元基成立于2014年10月24日，注册资本508.1867万元人民币，中微公司认缴出资43.0667万元

人民币，出资占比8.4746%。

创徒光电成立于2016年7月，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其中，芯元基认缴出资800万元人民币，

出资占比40%；创徒科技认缴出资820万元人民币，出资占比41%；中微公司认缴出资380万元人民币，

出资占比19%。

现创徒光电拟进行股权重组、芯元基拟增资扩股，方案为：

1、芯元基以570万元人民币现金收购中微公司所持创徒光电全部股权，并以现金收购创徒科技

所持创徒光电全部股权。

2、芯元基拟以投前整体估值11,800万元人民币为基础，新增注册资本37.4680万元人民币，其中：

中微公司投资570万元人民币认购芯元基新增注册资本中的24.5480万元人民币；湖州创徒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湖州创徒” ）投资300万元人民币认购芯元基新增注册资本中的

12.9200万元人民币。

3、上述交易完成后，创徒光电变为芯元基的全资子公司，中微公司不再直接持有创徒光电的股

权；芯元基注册资本增加至545.6547万元人民币，中微公司持股比例由8.4746%增加至12.3915%。

因芯元基系本公司董事杜志游（ZHIYOU� DU）担任董事的企业，故中微公司向芯元基转让创

徒光电的股权以及中微公司对芯元基增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过去12个月内上市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标的类

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或市值1%以上。本次

关联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一）关联关系说明

芯元基系公司董事杜志游（ZHIYOU� DU）担任董事的企业。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芯元基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法定代表人：郝茂盛

注册资本：508.1867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年10月24日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祥科路111号3号楼507-2室

经营范围：从事半导体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电子元器件、芯片及

其电子配件的研发，半导体、电子元器件、芯片及其电子配件的销售，机电设备的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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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方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人民币元）

持股比例

1 郝茂盛 1,215,500 23.9184%

2 上海芯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57,475 20.8088%

3 池州创徒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00,000 21.6456%

4 上海创徒丛林创业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35,515 0.6989%

5 刘学军 264,463 5.2041%

6 上海张江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06,667 9.9701%

7 中微公司 430,667 8.4746%

8 杭州创徒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5,333 4.2373%

9 甲湛（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29,200 2.5424%

10 姜仕鹏 127,047 2.5%

合计 5,081,867 100.00%

关联方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科目 2019年年度（未经审计） 2020年一季度的数据（未经审计）

1 资产总额 2,065.40 2,005.40

2 负债总额 0.10 0.29

3 资产净额 2,065.30 2,005.11

4 营业收入 45.27 4.21

5 净利润 -975.58 -60.19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创徒光电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郝茂盛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年7月13日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祥科路111号3号楼506-2室

经营范围：光电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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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徒光电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科目 2019年年度（未经审计） 2020年一季度的数据（未经审计）

1 资产总额 2,286.57 1,647.29

2 负债总额 1,006.82 419.84

3 资产净额 1,279.75 1,227.45

4 营业收入 298.98 0.00

5 净利润 76.55 -52.30

四、其他共同投资方基本情况

名称：湖州创徒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叶森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年4月20日

住所：浙江省湖州市湖州太湖旅游度假区滨湖街道泊月湾21幢A座-5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未经金融等监管

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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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叶森出资占比60.30%；陈会娟出资占比18.00%；刘荣明出资占比11.70%；许俭安出资

占比10.00%� 。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

1、关于股权转让，芯元基与中微公司（以下简称“双方” ）同意在中微公司初始投资金额380万

元人民币的基础上，外加创徒光电已获得的1,000万元人民币政府支持资金所形成的资产中，按中微

公司持股比例所折算的190万元人民币，确定本次股转价款为570万元人民币。本次转让完成后，中

微公司将不再直接持有创徒光电的股权。

2、关于增资，双方同意以目标公司投前估值11,800万元人民币为基础进行增资。

本次公司与关联方间的股权转让及增资事项遵循市场原则， 关联交易定价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权转让协议

1、协议签署主体

1）甲方：中微公司

2）乙方：芯元基

2、股权转让价款及支付时间

1）甲方持有创徒光电19%的股权，甲方将其以人民币570万元转让给乙方；

2）乙方承诺在协议签订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向甲方缴足股权转让款，合计人民币570万元。

3、违约责任

各方应遵守其在本协议中所作出的各项承诺、声明与保证，且应完全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责

任和义务，并保证协议其他方不会由于一方违反其承诺、声明或保证的行为或未能完全履行其责任

和义务而遭受任何损失。如果任何一方的违约行为对协议其他方造成损失（包括经济损失及合理

支出），则应负责向协议其他方进行赔偿，未违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4、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

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甲乙双方应友

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 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二）增资协议

1、协议签署主体

1）创始股东：郝茂盛

2）现有股东：郝茂盛、上海芯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创徒丛林创业孵化器

管理有限公司、池州创徒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刘学军、上海张江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中微公

司、杭州创徒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甲湛（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姜仕鹏。

3）投资者：中微公司、湖州创徒。

4）目标公司：芯元基

2、增资金额

1） 目标公司注册资本由508.1867万元人民币增加至545.6547万元人民币， 其中新增注册资本

37.4680万元人民币。

2）目标公司现有股东同意本次增资以及投资者对目标公司全部新增注册资本的认购，并放弃

对上述新增注册资本的优先认购权。

3）就本次目标公司增资扩股事项，中微公司、湖州创徒分别出资570万元人民币和300万元人民

币，分别认购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24.5480万元人民币、12.9200万元人民币，合计37.4680万元人民

币。

3、增资后的目标公司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元）

持股比例

1 郝茂盛 1,215,500 22.2760%

2 上海芯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57,475 19.3799%

3 池州创徒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00,000 20.1593%

4 上海创徒丛林创业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35,515 0.6509%

5 刘学军 264,463 4.8467%

6 上海张江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06,667 9.2855%

7 中微公司 676,147 12.3915%

8 杭州创徒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5,333 3.9463%

9 甲湛（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29,200 2.3678%

10 姜仕鹏 127,047 2.3283%

11 湖州创徒 129,200 2.3678%

合计 5,456,547 100%

4、增资认购款的支付时间、工商变更

1）各方同意，投资者应在本协议签署后尽全力且不晚于2020年6月30日前向目标公司支付全部

增资认购款，并自交割日起享有股东权益、承担股东义务。

2）自交割日起10个工作日内，目标公司应向工商管理部门申请因本次增资而发生的企业相关

登记事宜的变更登记和备案（包括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登记、新股东的登记、《章程》及新董事、监事

（如适用）的备案）以及营业执照的更新，以反映投资者已根据本协议的约定成为目标公司股东。

5、增资认购款用途

本次投资款增资认购款将用于目标公司的运营及其他经投资者书面同意的目标公司的经营活

动。

6、违约责任

创始股东及目标公司应当连带及分别地就所有直接或间接地由目标公司、 创始股东违反在本

协议中所作出的陈述、保证、承诺或其他义务而引起的一切损失对投资者进行赔偿、为其抗辩、并使

其免受损害。

7、争议解决

1）任何因本协议、或本协议的解释、违约、终止或有效性而产生或与之有关的争议、矛盾或索赔

均应首先通过争议各方协商解决。

2）协商不能解决的，争议的任何一方将争议提交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七、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及对外投资， 系公司为完善业务布局而进行， 该事项的发生有其必要性和合理

性，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不会对公司财务和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0年6月5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参股公司间

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杜志游回避了表决，此议案获出席会议的非关

联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事项发表了事先认可意见，并在董事会上发表明确的独立意见：董事会在

召集、召开及决议的程序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不

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持续督导机构意见：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独立董

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上述交易的独立意见，上述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4月修订）》、《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项遵循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关联交易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不利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也

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综上，保荐机构对中微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6日

证券代码：688012� � � �证券简称：中微公司 公告编号：2020-030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20年

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及

相关文件的修订说明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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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18日召开的第一届董

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

案》、《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股权激

励相关议案，并于2020年3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上述事项。截至

本公告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及股票增值权尚未授予激励对象。

自2020年3月19日公司公告《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20年股票增值权激励

计划（草案）》后，公司二级市场股价发生了较大波动，公司为更好地实施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达到

激励的目的，同时兼顾成本费用的考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第四号一一股权激励信息披露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中

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同意对原有的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授予总量、激励对象、授予价格等内容进行调整修订，同

意对原有的《2020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中授予总量、授予价格等内容进行调整修订，修

订并形成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修

订稿）》” ）、《2020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股票增值权计划（草案

修订稿）》” ），修订后的《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修订稿）》、《股票增值权计划（草案修订稿）》已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如

下：

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相关内容

（一） 限制性股票授予总量

修订前：

本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1,200万股限制性股票， 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

额53,486.2237万股的2.24%。其中，首次授予1,000万股，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1.87%，首次授予部分约占本次授予权益总额的83.33%；预留200万股，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

司股本总额的0.37%，预留部分约占本次授予权益总额的16.67%。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国籍 职务

获授限制性

股票数量

(万股)

占授予限制

性股票总数

比例

占本激励计

划公告日股

本总额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 / / / / /

二、核心技术人员

James�Wei�Yang

（杨伟）

美国 核心技术人员 6.800 0.567% 0.013%

Steven�Tianxiao�

Lee（李天笑）

美国 核心技术人员 5.400 0.450% 0.010%

Steve�Sze-Yee�

Mak�（麦仕义）

美国 核心技术人员 2.700 0.225% 0.005%

小计 14.900 1.242% 0.028%

三、其他激励对象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712人） 985.100 82.092% 1.842%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 1,000 83.333% 1.870%

三、预留部分 200 16.667% 0.374%

合计 1,200 100% 2.244%

注：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1%。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股权激励

计划提交股东大会时公司股本总额的20%。2．本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

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3．预留部分的激励对

象由本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确定，经董事会提出、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发表明确

意见、律师发表专业意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后，公司在指定网站按要求及时准确披露激励对象相关

信息。

修订后：

本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800万股限制性股票，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

53,486.2237万股的1.49%。 其中， 首次授予670万股， 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1.25%，首次授予部分约占本次授予权益总额的83.75%；预留130万股，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

司股本总额的0.24%，预留部分约占本次授予权益总额的16.25%。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国籍 职务

获授限制性

股票数量

(万股)

占授予限制

性股票总数

比例

占本激励计

划公告日股

本总额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 / / / / /

二、核心技术人员

James�Wei�Yang

（杨伟）

美国 核心技术人员 4.600 0.575% 0.009%

Steven�Tianxiao�

Lee（李天笑）

美国 核心技术人员 3.600 0.450% 0.007%

Steve�Sze-Yee�

Mak�（麦仕义）

美国 核心技术人员 1.800 0.225% 0.003%

小计 10.000 1.250% 0.019%

三、其他激励对象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697人） 660 82.500% 1.234%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 670 83.750% 1.253%

三、预留部分 130 16.250% 0.243%

合计 800 100% 1.496%

注：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1%。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股权激励

计划提交股东大会时公司股本总额的20%。2．本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

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3．预留部分的激励对

象由本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确定，经董事会提出、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发表明确

意见、律师发表专业意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后，公司在指定网站按要求及时准确披露激励对象相关

信息。

《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修订稿）》及摘要、《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调整

后）》的相关内容已同步做出修订。

（二）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修订前：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涉及的激励对象共计715人，占公司全部职工人数的96.49%。包括：

（1）核心技术人员；

（2）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以上激励对象中， 所有激励对象必须在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时和本激励计划的规定的考核期

内与公司或其分、子公司存在聘用或劳动关系。

修订后：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涉及的激励对象共计700人，占公司全部职工人数的91.86%。包括：

（1）核心技术人员；

（2）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以上激励对象中， 所有激励对象必须在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时和本激励计划的规定的考核期

内与公司或其分、子公司存在聘用或劳动关系。

《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修订稿）》及摘要、《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调整

后）》的相关内容已同步做出修订。

（三） 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及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案

修订前：

一、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

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每股90元，即满足授予条件和归属条件后，激励对象可以每股90

元的价格购买公司向激励对象增发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二、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授予价格依据本计划公告前1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172.07元的52.31%确定，为每股90

元。

（一）本激励计划公告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每股172.19元，本次授予价格占前20

个交易日交易均价的52.27%；

（二）本激励计划公告前6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每股160.33元，本次授予价格占前60

个交易日交易均价的56.14%；

（三） 本激励计划公告前1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每股128.68元， 本次授予价格占前

120个交易日交易均价的69.94%。

三、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同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一致，为每股90元。预

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在授予前须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并披露授予情况。

修订后：

一、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

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每股150元，即满足授予条件和归属条件后，激励对象可以每股

150元的价格购买公司向激励对象增发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二、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授予价格依据本计划公告前1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214.01元的70.09%确定， 为每股

150元。

（一）本激励计划公告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每股218.73元，本次授予价格占前20

个交易日交易均价的68.58%；

（二）本激励计划公告前6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每股178.37元，本次授予价格占前60

个交易日交易均价的84.10%；

（三） 本激励计划公告前1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每股163.04元， 本次授予价格占前

120个交易日交易均价的92.00%。

三、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同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一致， 为每股150元。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在授予前须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并披露授予情况。

《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修订稿）》及摘要的相关内容已同步做出修订。

（四） 限制性股票的会计处理

修订前：

一、 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及确定方法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一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的规定，以授予日收盘价确定限制性股票的每股股份支付费用。公司于草案公告日以当前收盘

价对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进行了预测算（授予时进行正式测算），每股限制性股票的

股份支付=限制性股票公允价值–授予价格。

二、预计限制性股票实施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公司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确定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 并最终确认本激励计划的股份

支付费用，该等费用将在本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归属安排的比例摊销。由本激励计划产生的激

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1,000万股）对各期会计成

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9856.57万元 23705.30万元 12613.38万元 5873.16万元 981.59万元

注：1．上述计算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与授予日、授予价格和归属数量

相关，激励对象在归属前离职、公司业绩考核或个人绩效考核达不到对应标准的会相应减少实际归

属数量从而减少股份支付费用。同时，公司提醒股东注意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2．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修订后：

一、 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及确定方法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一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的规定，以授予日收盘价确定限制性股票的每股股份支付费用。公司于草案公告日以当前收盘

价对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进行了预测算（授予时进行正式测算），每股限制性股票的

股份支付=限制性股票公允价值–授予价格。

二、预计限制性股票实施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公司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确定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 并最终确认本激励计划的股份

支付费用，该等费用将在本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归属安排的比例摊销。由本激励计划产生的激

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670万股）对各期会计成

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12578.49万元 16051.39万元 8467.47万元 4172.38万元 1141.27万元

注：1．上述计算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与授予日、授予价格和归属数量

相关，激励对象在归属前离职、公司业绩考核或个人绩效考核达不到对应标准的会相应减少实际归

属数量从而减少股份支付费用。同时，公司提醒股东注意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2．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二、 《2020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相关内容

（一）股票增值权授予总量

修订前：

本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81.60万份股票增值权， 约占本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53,

486.2237万股的0.153%。

本计划授予的股票增值权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国籍 职务

获授股票增值

权数量(万份)

占授予股票增

值权总数比例

占激励计划公告

日股本总额比例

GERALD�

ZHEYAO�

YIN（尹志

尧）

美国 董事、总经理 22.50 27.574% 0.042%

ZHIYOU�DU

（杜志游）

美国 董事、副总经理 16.40 20.098% 0.031%

HSIN-PING�

CHU（朱新

萍）

中国

台湾

副总经理 13.25 16.238% 0.025%

TUQIANG�

NI（倪图强）

美国 副总经理 10.45 12.806% 0.020%

WEIWEN�

CHEN（陈伟

文）

中国

香港

副总经理、财务

负责人

10.45 12.806% 0.020%

刘晓宇 中国 董事会秘书 8.55 10.478% 0.016%

合计 81.60 100.000% 0.153%

修订后：

本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54.68万份股票增值权， 约占本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53,

486.2237万股的0.102%。

姓名 国籍 职务

获授股票增值

权数量(万份)

占授予股票增

值权总数比例

占激励计划公告

日股本总额比例

GERALD�

ZHEYAO�

YIN（尹志

尧）

美国 董事、总经理 15.08 27.579% 0.028%

ZHIYOU�DU

（杜志游）

美国 董事、副总经理 10.99 20.099% 0.021%

HSIN-PING�

CHU（朱新

萍）

中国

台湾

副总经理 8.88 16.240% 0.017%

TUQIANG�

NI（倪图强）

美国 副总经理 7.00 12.802% 0.013%

WEIWEN�

CHEN（陈伟

文）

中国

香港

副总经理、财务

负责人

7.00 12.802% 0.013%

刘晓宇 中国 董事会秘书 5.73 10.479% 0.011%

合计 54.68 100.000% 0.102%

《股票增值权计划（草案修订稿）》及摘要的相关内容已同步做出修订。

（二）股票增值权授予价格

修订前：

（一）股票增值权的行权价格

本次授予的股票增值权的行权价格为90元/股，与《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同一价格。

（二）股票增值权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为保证本计划以及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公允性与公平性，本计划的定价方式与《中

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保持一致。 行权价格依据本计划公告前1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172.07元的52.31%确定，为

每股90元。

1.本激励计划公告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每股172.19元，本次授予价格占前20个交

易日交易均价的52.27%；

2.本激励计划公告前6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每股160.33元，本次授予价格占前60个交

易日交易均价的56.14%；

3.本激励计划公告前1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每股128.68元，本次授予价格占前120个

交易日交易均价的69.94%。

在本计划下授予的股票增值权有效期内发生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

细或缩股、配股等事宜，行权价格将根据本计划相关规定进行调整。

修订后:

（一）股票增值权的行权价格

本次授予的股票增值权的行权价格为150元/股，与《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同一价格。

（二）股票增值权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为保证本计划以及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公允性与公平性，本计划的定价方式与《中

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保持一致。 行权价格依据本计划公告前1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214.04元的70.09%确定，为

每股150元。

1.本激励计划公告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每股218.73元，本次授予价格占前20个交

易日交易均价的68.58%；

2.本激励计划公告前6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每股178.37元，本次授予价格占前60个交

易日交易均价的84.10%；

3.本激励计划公告前1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每股163.04元，本次授予价格占前120个

交易日交易均价的92.00%。

在本计划下授予的股票增值权有效期内发生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

细或缩股、配股等事宜，行权价格将根据本计划相关规定进行调整。

《股票增值权计划（草案修订稿）》及摘要中的相关内容已同步做出修订。

特此公告。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6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36

2020年 6 月 6 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