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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利 (惠州)智能显示有限公司

增资协议

本协议由以下各方于 2017年 5月 5日在惠州市订立 :

甲方:信利半导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伟华

住所:广东省汕尾市城区东涌路北段信利工业城

乙方:惠州仲恺高新区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丹

住所:惠州市仲恺高新区科融创业大厦12楼

丙方:惠州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斌

住所:惠州市下埔财政信托大厦

(在本协议中,甲方、乙方、丙方单独称为
“一方”,合称为“

各方
”
或
“
各股东

”
)

鉴于 :

(D 各方于 2013年 12月 18日 发起设立信利 (惠州)智能显示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合资公司

”),合资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1132亿元。于 2015年 6月
30日前将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20亿元,并于 2016年 6月将注册资本增加至
人民币⒛ 亿元 ;

(2) 根据合资公司的运作情况以及未来的发展潜力,各方同意将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增加至人民币268,2641l57万元。

因此,各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经友好协商,达成本协议如下:

第一条 增资

根据公司委托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以2016年 12月 31日 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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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日对合资公司进行资产评估并出具的评估报告,最终确定评估值为资产总额人

民币 548,12186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301,67979万 元,所有者权益人民币

246,44206万 元。按照三方股东所确定的
“
据经备案后的评估结果和公司第 ⒓次

临时股东会议议案两者对应的国有权益高值最终确定增资后的各方股权比例
”
原

则,确定甲方本次债权转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382“ 1157万元,认购价人民币 41

亿元,溢价部分人民币27358843万 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

各方同意将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30,000万 元增加至人民币 2胡 ,2641157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38,2641157万元由甲方认缴,认缴价格为人民币41,000

万元(由 甲方以截至 2o16年 12月 31日 止己提供给合资公司的借款人民币 41,000

万元作价认缴),溢价部份人民币2,%58843万元计入合资公司资本公积,出 资方

式为债权转股权,乙方、丙方不增资。合资公司及甲方应于 2017年 6月 30日 前

完成借款转计增资款手续。

增资前后,各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出资方式、持股比例如下:

增资前 :

股东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甲方 121,9007了歹乇 53% 货币

乙方 63,100万 元 274348% 货 币

丙方 45ρ00万元 1956529。 货 币

增资后 :

股东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甲方
121,90O万元

5970399‘
货 币

38,2641157万元 债权转股权

乙方 63,IO0万 元 235216% 货 币

丙方 45,000万 元 1677459汔 货 币

12合资公司应当聘请符合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增资款缴付情况进行审核验证,向

增资方签发出资证明并办理增资的相关审批和登记手续。

第二条 合资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公司治理

21本次增资完成后 ,各股东在合资公司股东会会议上的表决权为:甲 方拥有

597039%的表决权,乙方拥有 235216%的表决权,丙方拥有 167745%的表决权。

鉴于合资公司成立后的五年内将主要处于筹建和初步发展阶段,为 了充分发挥甲



方的相关优势,尽可能保证合资公司平稳、快速的发展,根据 《信利 (惠州)智
能显示有限公司股东协议》第 34条约定,乙方同意在合资公司成立五年内,将
其拥有的 235216%表 决权中在经营管理及其决策方面的 72961%表决权授予甲方
行使,使甲方在经营管理及其决策方面合计拥有 67%表诀权。在此期间,除非经
甲方事先同意,各股东在股东会会议的表决权比例不得调整。合资公司成立满五
年后,各股东按照其持股比例行使表决权。

各方确认,除前述条款外,各方在合资公司经营管理及公司治理方面的权限以及
利润分配等重大条款以各方于⒛13年 12月 17日签署的 《信利 (惠州)智能显示
有限公司股东协议》为准。

第三条 声明、保证及承诺

31本协议每一方在本协议签署之日向其他各方作出陈述和保证如下 :

311 其是依据其注册地适用法律合法设立、有效存续的实体。

312 其拥有签署本协议所必需的所有权力、授权和批准,并拥有充分履行其在
本协议项下的每一项义务所必需的所有权力、授权和批准。

313 其签订及履行本协议不会违反中国法律、法规和政府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以其作为送达方的任何判决、裁决及裁定中的任何条款,亦不违反其作为
缔约一方的或对其有约束力的任何其他协议、承诺中的任何约定或与之相
冲突。

314 无任何其自身的原因阻碍本协议的生效及履行。

32前途每一项陈述和保证应被视为独立陈述和保证 (除非本协议另有明确的相反规
定),而且前述每一项陈述和保证不应因参照或援引任何其他陈述和保证条款或本
协议的任何其他条款而受到限制或制约。

33本协议所载的各方作出的陈述和保证,在本协议签署之日后将持续有效。

第四条 保密

41关于本协议项下的所有信息 (包括本协议的存在及其条款本身)均为机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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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各方对此承担严格的保密义务,除有关法律、法规、政府机构及证券交易

所要求披露外,未经对方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将其披露给任何第三方 (各

方法律顾问和财务顾问除外,但前提是该等人士己经同意按照本条款规定遵守保

密义务),亦不得将本协议的任何内容以及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信息透露给任何

非本协议一方的人士。

42乙方、丙方应对因本协议及作为合资公司股东等所知悉的甲方和合资公司的商业

秘密负有保密义务,该商业秘密是指甲方及其关联方、合资公司拥有的不为公众

所知悉的与任何技术、产品、业务等有关的研究、开发、生产、产品、服务、客

户、市场有关的任何信息、数据或技术,包括但不限于软件程序、知识产权、加

工流程、发明、技术、设计、图纸、专有技术、工程、制作方法、硬件配置信息、

客户名单、合同、价格、成本、各忘录、预报、估计、报告、商业计划、商业秘

密、贸易方法等,以及任何和所有的商业信息、财务信息、技术数据、生产方法、

会议资料和文件。

43不 论本协议是否变更、解除或终止,本条款均有法律效力。

第五条 违约责任

51任何一方出现以下情形之一即构成违约 :

511 其在本协议中作出的任何一项声明、陈述被证明为虚假、严重不准确或有

重大遗漏 ;

512 未遵守或违反其在本协议中保证、承诺的任何事项 ;

513 未履行或未适当履行本协议项下的其他义务,并且在守约方发出要求履行

义务的书面通知十五日内仍未完成补救。

52如果一方违约 (“违约方
”),守 约方有权采取如下一种或多种救济措施以维护其权

利 :

521 要求违约方实际履行 ;

522 暂时停止履行义务,待违约方违约情势消除后恢复履行。守约方根据此款

约定暂停履行义务不构成守约方不履行或迟延履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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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发出书面通知单方解除本协议,解除通知自发出之日起生效。但守约方发
出单方解除通知并不表示其放弃任何依法追究违约方违约责任的权利。

524 要求违约方赔偿守约方的实际损失 (包括为本协议之签署及履行而实际发
生的费用、可预见的其他经济损失,以及守约方为此进行诉讼或者仲裁而
产生的费用 )。

525 法律法规规定或本协议约定的其他救济方式。

53任何一方放弃追究一次或数次违约的行为并不剥夺该方终止本协议及/或对以后
的任何违约行为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第六条 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执行、修改、终止及争议的解决,均应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 (为本协议之目的,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的法律。
如果法律未对与本协议有关的特定事项加以规定,则应参照国际通行的商业惯例。

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方式解决。
如争议发生后三十日内,各方仍无法协商解决的,任何一方均可将争议提交华南
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深圳国际仲裁院)按照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在解决争议期间,除争议事项外,各方应当继续履行本协议、合资公司章程所规
定的其他各项条款。

第七条 通知

71 除非有书面通知改变下列地址,否则有关本协议的通知应通过专人送递、挂号信
或传真方式发至下列地址 :

信利半导体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汕尾市城区东涌路北段信利工业城

邮政编码:51“0o

作亭姿寻: 066o~3380053

63



收件人:黄邦俊

患州仲恺高新区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惠州市仲恺高新区科融创业大厦 12楼

邮政编码:5160“

传真:"52-2627001

收件人:赵丹 董事长兼总经理

惠州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地址:惠州市下埔财政信托大厦

邮政编码:516001

传真:0752泛 109700

收件人:梁伟华 副总经理

72上述规定的各种通讯方式以下列方式确定其送达时间:

7,21 面呈的通知在被通知人或其代理人签收时视为送达。

722 以邮寄方式进行的通知均应采用挂号快件或特快专递的方式进行,并在投

寄后七日视为己经送达被通知人。

723 任何以传真方式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的通知,需经收件方确认后方可视

为有效送达,收件方确认的日期视为送达的日期。

724 若任何一方的上述通讯地址或通讯号码发生变化 (“变动方
”),变动方应当

在该变更发生后的七日内通知其他方。变动方未按约定及时通知的,变动

方应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

第八条 不可抗力

81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且自身无过错造成部份不能或者全部不能履行本协议项下

的义务将不视为违约,但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采取一切必要的补偿措施,以减

少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

82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在事件发生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事件的发生情况以

书面形式通知其他方,并应在事件发生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其他方提供不可抗



力的详情,以及不能履行、或者部份不能履行、或者需要延期履行理由的有效证
明,该证明文件应由不可抗力发生地的公证机构出具。按其对本协议的影响程度 ,

本协议各方协商决定是否终止本协议、或者部份免除履行本协议、或者延期履行
本协议。如果自不可抗力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不能协商一致,遇有不可抗力的一
方有权终止本协议,由此给本协议其他方造成的损失,任何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83“不可抗力
”
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其中包括由于地震、

台风、水灾、火灾、战争以及其他不能预见并且对其发生和后果不能防止或避免
的不可抗力事件出现或任何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变更、或新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的颁布、或任何政府行为 (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对目标公司业务发展不利的政策变
动)致使直接影响本协议的履行或者不能按约定的条件履行。

第九条 附则

91 因本协议项下交易而发生的税项和费用由各方按照适用法律的规定承担,法律没
有规定的,由各方协商确定分担。

92本协议将对各方各自的承继人和受让人具有约束力。

本协议是各方对本协议事项达成的最终协议,并取代各方在此之前存在的有关本
协议事项的相关协议、合同、意向书、备忘录、口头约定或其他安排。

本协议的任何变更及/或补充须书面作出并经各方签署,否则无效。如所适用法律
规定该变更及/或补充协议必须经过批准,则该变更及/或补充协议只有在经上述批
准后生效。该变更及/或补充协议一经签署及批准 (如适用),即与本协议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并构成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本协议项下各条款具有可分割性,任何条款根据所适用的法律被认定为无效或不
可执行,不影响其他条款的效力,且出现该等情况时各方应当本着诚实信用的原
则达成相应的替代性条款,以确保本协议项下商业意图的实现。

本协议在各方以及各方的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如适用),并经审批机构批准
后生效 (如需要 )。

本协议正本一式拾份,合资各方各执一份,其余供办理有关审批、登记手续及合
资企业留档之用,各份文本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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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信利半导体有限公司、

司、患州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关于 《信利

签署页〉

甲方签署 :

信利半导体有限公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 (签字

乙方签署 :

惠州仲恺高新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 (

患州仲恺高新区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

(患州〉智能显示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司 (盖章)

签署日期:'丨 待 ‘ 月r日

签署地点:中国广东省惠州市

丙方签署 :

惠州市投资控股有限公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 (签字 ):

鹦
〓郭

吒弘骸ε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