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中 芯 國 際 集 成 電 路 製 造 有 限 公 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981）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中芯國際集成電路製造有限公司（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作

出。 

茲載列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的《科創板信息披露調整適用申請及上海市錦天城

律師事務所之法律意見書》，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中芯國際集成電路製造有限公司 

高永崗 

執行董事、首席財務官兼公司秘書 

 

中國上海， 2021年 2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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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 本公司董事分別為: 
 

執行董事 
周子學（董事長） 

蔣尚義（副董事長） 

趙海軍（聯合首席執行官） 
梁孟松（聯合首席執行官） 

高永崗（首席財務官兼公司秘書） 
 
非執行董事 
陳山枝 

周杰 

任凱 

路軍 

童國華 

 
獨立非執行董事 
William Tudor Brown 

劉遵義 

范仁達 

楊光磊 

劉明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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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29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会”）决定同意中芯国

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中芯国际”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注册申请，公司成为首家同时在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联交所”）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交所”）上市的红筹企业。 

根据《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13.1.11，红筹企业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适

用上市规则相关信息披露要求和持续监管规定，可能导致其难以符合公司注册地、

境外上市地有关规定及市场实践中普遍认同的标准的，可以向上交所申请调整适

用，但应当说明原因和替代方案，并聘请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 

为了做好科创板上市后的信息披露工作，充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组织了

中介机构对科创板上市规则及公司现行操作实践进行了分析与论证，就以下披露

事项申请调整适用科创板上市规则相关规定。 

一、 季度报告披露时间 

公司第一季度及第三季度定期报告的披露日期调整为每个会计年度第 3 个

月、第 9个月结束之日起 45日内。 

根据现行《科创板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季度报告需在报告期结束

之日 1 个月内披露，因公司季报披露涉及财务报表和相关分析数据的准则转换、

差异处理、报告货币换算、文字转换等大量工作，难以满足 1个月内的披露要求，

及为保证境内外投资者公平地获得信息，公司拟在联交所和上交所同时披露季度

报告。 

综上，由于季度报告编制与披露涉及大量工作，在兼顾两地信息披露公平的

情况下，公司拟于每个会计年度第 3 个月、第 9 个月结束之日起 45 日内披露季

度报告。 

二、业绩预告及业绩快报披露 

申请免于按照《科创板上市规则》披露业绩预告及业绩快报。 

根据《科创板上市规则》6.2.1 及 6.2.2条的相关规定，科创板上市公司在

出现相应情形时，应在规定时限内披露业绩预告及业绩快报。公司每年在会计年

度结束后的 45 日内（即 2月 15日之前）披露第四季度业绩公告，因此投资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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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已发布的财务报告合理判断公司全年业绩实现情况，若出现业绩大幅波动等

情形时，投资者亦可及时掌握。 

综上，公司采用披露第四季度业绩的形式及时预告公司全年业绩实现情况，

充分保障了投资者的知情权，因此申请免于适用业绩预告及业绩快报的披露要求。 

三、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申请免于公司出具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以及审计师出具财务报告内

部控制审计报告。 

内部控制方面，公司自 2004年建立了风险管理与内部监控系统，并于 2016

年优化并加强了内部控制的相关机制建设。同时，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了解与审

计相关的内部控制并执行测试程序，每季度与公司审计委员会就审计过程中识别

的内部控制缺陷进行反馈。董事会（或通过专业董事委员会）每年会复核公司风

险管理及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并要求健全反舞弊机制以确保风险管理及内部

控制制度有效。内部控制相关情况的披露方面，董事会会在每年年报中的《企业

管治报告》章节中就监督和确保公司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制度有效性的机制进行

阐述。 

因相关内部控制的有关情况公司拟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已充分保障投资者知

情权，申请免于单独出具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以及审计师出具财务报告内

部控制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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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科创板信息披露调整适用申请的 

法律意见书 

案号：01G20202313 

致：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中芯国际”）的委托，担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以下简称“本次科创板上市”）的专项

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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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

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中国（为本

意见书目的，“中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不包括香港、澳门及台湾）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就公司制定的《信息披露调整

适用申请》（以下简称“本事宜”）出具本专项法律意见书（简称“本法律意见书”）。  

声明事项 

一、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科创板管理办法》《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

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

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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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及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件是否合法有效是以该

等事件发生时所应当适用的中国法律法规为依据。 

三、 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已经得到发行人如下保证：发行人已经提供了本

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发行人提供的全部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

材料、确认函或证明；发行人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

效的，并无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正本

或原件一致和相符。 

四、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

依据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或其他有关单位等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法律意见。 

五、 本所同意发行人在《信息披露调整适用申请》中自行引用或按上海证

券交易所披露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

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六、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事宜之目的使用，非经本所书面同意，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及本所律师根据有关中国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

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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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下述含义： 

中芯国际、公司 指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中芯国

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本所、锦天城 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本次科创板上市 指 
中芯国际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科创板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科创板首发管理

办法》 
指 《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注册地 指 Cayman Islands 

香港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

湾地区）；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特指中国大陆地区 

境内 指 中国大陆地区 

境外 指 中国大陆地区以外的国家及地区 

中国法律法规 指 
提及当时公布并生效的中国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

章以及规范性法律文件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http://www.baidu.com/link?url=07d6xB-22piWg_lS11NoQ_OGBYtCvCHepl53bKz32RKkTgVB-OJvceIcym-LvAPFFJv1c8J29Mxkmss3i_jAsJ1uPsADqOEshfJ-mhPRz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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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根据《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13.1.11，红筹企业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适

用上市规则相关信息披露要求和持续监管规定，可能导致其难以符合公司注册地、

境外上市地有关规定及市场实践中普遍认同的标准的，可以向上交所申请调整适

用，但应当说明原因和替代方案，并聘请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 

公司作为已在境外上市红筹公司，其在信息披露等方面须遵守注册地和境外

上市地的相关法律法规及上市规则的规定（以下简称“境外适用规定”），而该等

境外适用规定与《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存在一定差异，公司结合境

外适用规定和自身实践制定了《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信息披露调整适用申请》（以下简

称《信息披露调整适用申请》），针对《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中的具体条款提出

本次科创板上市后拟实施的操作和主要理由。 

本所律师遵循审慎性及重要性原则，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根据《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13.1.11 之规定，对公司提供

的相关文件和有关证据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认为： 

就公司本次科创板上市后拟调整适用的信息披露等相关事项，结合境内科创

板市场监管规则和要求，在最大程度维持现有公司治理及遵循公司注册地及市场

实践中普遍认同的标准进行信息披露及适用的原则下，有关调整适用申请操作总

体不违反《证券法》的强制性规定，对境内投资人保护更加多元化，对投资者权

益的保护水平总体上不低于中国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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