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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381         证券简称：帝奥微          公告编号：2022-012 

 

江苏帝奥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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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帝奥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奥微”或“公司”）2022 年 8

月 24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50,750.4841 万元向全资子公司上海帝迪集成电路设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帝迪”）增资，全部作为注册资本。基于对子公司未来发

展考虑，公司于 2022 年 9月 19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一届监

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了《关于调整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 50,750.4841 万元向上海帝迪增资，

其中调整 4,00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46,750.4841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增资完成

后，上海帝迪注册资本为 5,000万元，帝奥微对上海帝迪的持股比例仍为 100%。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中信建投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信建投”、“保荐机构”）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上述议

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2年 6月 15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江苏帝



2 

奥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249

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6,305万股，发行价格为 41.68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62,792.40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21,232.20万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 241,560.20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2 年 8 月 17 日全部到位，并

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到账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2]第 ZH10247 号）《验资报告》。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制度》等文件的要求，公司与保荐机构及商业银行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四

方监管协议》，并分别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立情况

如下： 

序号 银行名称 募集资金专户账户 募集资金项目名称 

1 
中信银行南通经济开

发区支行 
8110 5010 1230 2015 269 

模拟芯片产品升级

及产业化项目 
2 上海银行虹梅路支行 0300 5009 552 

3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闵

行支行 
5139 0325 3910 801 

上海研发设计中心

建设项目 
4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闵

行支行 
1219 4046 5210 603 

5 
江苏银行南通跃龙科

技支行 
5005 0188 0002 29680 

南通研发检测中心

建设项目 

6 
招商银行南通开发区

支行 
5139 0325 3910 906 补充流动资金 

7 
江苏银行南通跃龙科

技支行 
5005 0188 0002 30010 超募资金 

8 
招商银行南通开发区

支行 
5139 0325 3910 508 超募资金 

 

二、发行申请文件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江苏帝奥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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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书》披露，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的募集资金在扣除

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如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模拟芯片产品升级及产业化

项目 53,558.53 53,558.53 

2 上海研发设计中心建设项目 44,968.41 44,968.41 

3 南通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 35,876.93 35,876.93 

4 补充流动资金 15,596.12 15,596.12 

总计 150,000.00 150,000.00 

注：上表中数据如存在尾差，系因四舍五入所致。 

 

三、公司调整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情况 

鉴于“模拟芯片产品升级及产业化项目”和“上海研发设计中心建设项目”

的实施主体是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帝迪。公司拟以部分募集资金向上海帝

迪增资 50,750.4841 万元，其中 4,00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46,750.4841 万元计

入资本公积。 

为确保募集资金使用安全，本次向上海帝迪增资的款项到位后，将存放

于上海帝迪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并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及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等规定实施监管。 

增资完成后，上海帝迪注册资本将由 1,000 万元增加至 5,000万元。上海帝

迪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上海帝迪的持股比例仍为 100%。本次增资不构

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四、本次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上海帝迪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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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上海帝迪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鞠建宏 

设立日期 2020 年 11月 20日 

住所 上海市闵行区沪松公路 450 号 2层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 

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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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 

股东情况 帝奥微持股 100%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36,238.68 23,879.06 

净资产 401.01 635.66 

 2022 年 1-6月（未经审计） 2021年度（经审计） 

净利润 -234.65 -364.34 

 

五、本次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上海帝迪进行增资，是基于募投项目实

施需要，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募集资金的使

用方式、用途等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上海帝

迪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向其增资期间对其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具有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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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风险可控。 

 

六、本次增资后募集资金的管理 

为确保募集资金使用安全，公司已开立募集资金存储专用账户，公司、保荐

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已经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四方监管协

议》，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

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实施监管。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

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调整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是基于公司相关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主体实际推进项目建设的需要，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等符合公

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调整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

项目。 

（二）监事会意见 

本次调整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上海帝迪进行增资，是基于募投项

目实施需要，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募集资金

的使用方式、用途等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上

海帝迪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向其增资期间对其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具有控制

权，财务风险可控。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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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上海帝迪增资人民币 50,750.4841 万元

（其中 4,000.0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46,750.4841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用于实

施“模拟芯片产品升级及产业化项目”、“上海研发设计中心建设项目”，已经

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履行了必

要的内部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上述事项未违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相关承诺，预计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对帝奥微调整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上海帝迪增

资以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无异议。 

 

八、上网公告附件 

1、江苏帝奥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

苏帝奥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调整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帝奥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9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