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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 晨鸣纸业  晨鸣 B  股票代码：000488  200488   公告编号：2017-093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为借助专业投资机构的专业力量优势加强公司的投资能力，加快公司产业升级和

多元化发展的步伐，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公司与珠海启辰星投资咨询

企业（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珠海启辰星”）、北京太和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北京太和东方”）、西藏光启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光启”）、深

圳市鹏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鹏翀”）、王成江、于晓杰及隋信朋采用

有限合伙企业形式，共同投资设立股权投资基金—宁波启辰华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工商核准为准，以下简称“启辰华美基金”、“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投资基金总规模为人民币 50,002 万元，其中：珠海启辰星、北京太和东方作为

普通合伙人和基金管理人各认缴人民币 1 万元，各占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的

0.002%；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人民币 20,000 万元，占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的

39.998%；西藏光启、深圳鹏翀和王成江作为有限合伙人各认缴人民币 8,000 万元，各

占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的 15.999%；于晓杰和隋信朋作为有限合伙人各认缴人民币

3,000 万元，各占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的 6%。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参与认购基金份额。 

2、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7 年 8 月 1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

到董事 10 人，出席会议董事 10 人。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1 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投资设立股权投资基金的议案》。 

3、投资行为生效所必须的审批程序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深交所《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8 号-上市公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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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涉及金额未超出公

司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珠海启辰星、北京太和东方、西藏光启、深圳鹏翀、王成江、于晓杰及隋信朋均

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上述企业或个人均与本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此次对外投

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方基本情况介绍  

1、普通合伙人：珠海启辰星投资咨询企业（普通合伙） 

成立时间：2014 年 12 月 24 日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兴路 118 号 1 栋 219-414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万超 

公司类型：普通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投资管理（不含限制项目）；投资顾问（不

含限制项目）。  

2、普通合伙人：北京太和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 年 5 月 28 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西街 2 号 4 层 080A 

法定代表人：杨哲  

注册资本：7,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 

3、有限合伙人：西藏光启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6 年 9 月 18 日  

住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柳梧大厦 1219 室 

法定代表人：胡坚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管理；对影视文化、医疗服务、房地产进行投资；；企业管

理服务；财务顾问、财务管理服务。 

4、有限合伙人：深圳市鹏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 

成立时间：2009 年 5 月 18 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中康路卓越梅林中心广场（北区）3 栋 1503 

法定代表人：高雨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及投资咨询。 

5、有限合伙人：王成江（自然人出资）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龙湾别墅 1825 

6、有限合伙人：于晓杰（自然人出资） 

住所：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区红升街红星委 1 组 

7、有限合伙人：隋信朋（自然人出资） 

住所：山东省龙口市东江镇南山村燕山校区 31 号 

关联关系说明：上述企业或个人均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未以

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公司股份。 

三、拟设立投资基金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宁波启辰华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最终以

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长兴路 618 号 41 幢 3099 室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咨询（以工商登记为准） 

执行事务合伙人：由普通合伙人担任 

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出资 

股权结构： 

序号 合伙人类型 合伙人名称 
出资 

方式 

出资额 

（万元） 

持股 

比例 

1 普通合伙人 
珠海启辰星投资咨询企业（普通

合伙） 
货币 1 0.002% 

2 普通合伙人 北京太和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货币 1 0.002% 

3 有限合伙人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 20,000 39.998% 

4 有限合伙人 西藏光启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货币 8,000 15.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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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限合伙人 深圳市鹏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货币 8,000 15.999% 

6 有限合伙人 王成江 货币 8,000 15.999% 

7 有限合伙人 于晓杰 货币 3,000 6.000% 

8 有限合伙人 隋信朋 货币 3,000 6.000% 

合计  货币 50,002 100% 

四、签署投资基金《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伙目的：启辰华美基金系以 Pre-IPO 企业为主要投资标的，以上市和并购退

出为主要退出方式、以有限合伙企业形式成立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2、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咨询（以工商登记为准） 

3、合伙期限：启辰华美基金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成立，合伙期限为 5 年，其

中前 3 年为存续期，后 2 年为退出期。经合伙人会议通过，启辰华美基金可根据实际

情况延长合伙期限。 

4、认缴出资：合伙企业成立时，认缴出资总额预计为人民币 50,002 万元，由普

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共同以现金方式认缴出资。 

5、合伙企业的管理： 

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启辰华美基金。任何有限合伙人均不

得代表启辰华美基金签署文件，亦不得从事其他对启辰华美基金形成约束的行为。 

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珠海启辰星和北京太和东方共同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对

外代表合伙企业。由执行合伙人指定委派代表，代表合伙企业对外签订投资合同，开

展投资经营活动，同时负责合伙企业经营和日常事务管理。 

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普通合伙人对合伙

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6、管理费用： 

合作方同意合伙企业在其存续期间应按下列规定向执行事务合伙人支付管理费

用： 

（1）管理费用每年支付一次，前三年按全体合伙人总实缴出资额的 2%／年向执

行事务合伙人支付管理费用。三年后若合伙企业存续，继续按全体合伙人总实缴出资

额的 2%／年向执行事务合伙人支付管理费用。 

（2）全体合伙人按照各自实缴出资额在总实缴出资额中所占比例承担管理费。

管理费由全体合伙人按照各自实缴出资金额额外支付给执行事务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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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收益分配与亏损分担： 

（1）分配 

合伙企业取得的现金收入（包括但不限于利息、股息、债息等）应按照合伙人会

议约定向合伙人进行分配。经合伙人同意，合伙企业取得的现金收入可以用于再投资。 

自合伙企业存续期间结束或者由投资项目实现退出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应当

进行利润分配。合伙企业退出项目的现金收入扣除管理费和基金直接承担的费用后的

净收益，具体分配方式如下： 

<1>合伙企业取得项目投资的净收益按照各合伙人的实缴出资比例分配给所有合

伙人，直至所有合伙人均收回其全部实缴出资； 

<2>完成上述分配后，剩余收益的 80%由全体合伙人按实缴出资比例分配，20%

分配给普通合伙人。 

（2）亏损和债务承担 

合伙企业的亏损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共同分担。有限合伙人以其实缴的出

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

任。 

8、会计及报告制度： 

（1）会计年度 

合伙企业的会计年度为每年的公历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但首个会计年度为自

合伙企业设立之日起到当年 12 月 31 日止。 

（2）财务报告 

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当在法定期间内维持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的、反映合伙企业交易

项目的会计账簿并编制会计报表。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在会计年度结束后四个月内以信

件、邮件、传真、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向全体合伙人提交财务报表。 

（3）半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 

自合伙企业设立的第一个完整会计年度结束时起，执行事务合伙人应于每年 9 月

30 日前向全体合伙人提交半年度报告，内容为半年度投资活动总结及半年度财务报

告；于每年 5 月 15 日前向全体合伙人提交年度报告，内容为上一年度投资活动总结

及上一年度财务报告。 

五、设立投资基金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设立投资基金，在保证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的前提下，通过借鉴合作方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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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经验，充分利用合作方的专业优势、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和丰富的市场资源，从

而提高公司的资本运作水平和效率，提升公司的投资能力，优化公司的多元化产业布

局，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实现公司持续、快速、稳定的发展。 

公司本次以自有资金出资，出资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90%，对上

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六、其他说明  

本投资基金在募集资金、申请备案等方面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投资基金

后续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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