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券代码:600170          股票简称:上海建工           编号:临 2017-047 

债券代码:136970          债券简称:17 沪建 Y1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投资产业基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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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的产业基金名称：上海国方母基金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上海国和二期现代服务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国和

海尧泛娱乐成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投资金额：5 亿元投资于上海国方母基金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1.5亿元投资于上海国和二期现代服务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0.5亿元投资于上海国和海尧泛娱乐成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本项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特别风险提示：上述产业基金的拟投资项目存在市场风险、投资收益存

在不确定性。 

 

一、参与投资产业基金事项概述 

近日，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海建工”）下

属全资子公司上海建工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工投资”）与上海国方

母基金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上海国方母基金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之有限合伙协议》、与上海国和现代服务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分别签署了《上海国和二期现代服务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

协议》和《上海国和海尧泛娱乐成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

议》。 

建工投资将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 5 亿元参与投资上海国方母基金一期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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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 1.5 亿元参与投资上海国和二

期现代服务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 0.5 亿

元参与投资上海国和海尧泛娱乐成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述投资事项纳入公司 2017 年度投资计划额度（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披露的《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本产业基金投资事项不

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产业基金及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一）上海建工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 上海建工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666号 6-7层 

法定代表人： 张惠忠 

注册资本： 3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5年 6月 18日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财务咨询（不

得从事代理记账），建筑工程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房屋建设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建设工

程施工，公路建设工程施工，土石方建设工程专业施工，

园林古建筑建设工程专业施工，绿化养护。 

建工投资是上海建工的全资子公司，作为公司投资业务的实施平台和融资平

台，主要从事城市建设投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及其他投融资业务等。 

（二）上海国方母基金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概况 

1、基金注册地：上海市静安区； 

2、基金规模及出资人：基金计划募集总规模为 50亿元； 

出资人分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目前基金合伙人为： 

（1）普通合伙人：上海国方母基金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有限合伙人：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潼方汇商务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建工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锦程沙

洲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闸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3、基金管理模式：基金采用有限合伙制，通过基金合同对各方权利义务做

出约定；基金管理人为上海国方母基金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基金合伙期限：10年，其中投资期 4 年，退出期 4年，以及相应的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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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如有）。 

5、基金投资方向：主要投资于上海国方母基金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

实际控制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所发行、管理的私募投资基金为主要投资标的。同时，

合伙企业可以与上述私募投资基金一起向被投资企业进行投资。 

（三）上海国方母基金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作方基本情况 

1、上海国方母基金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上海国方母基金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511号 1楼西南侧 A区 

法定代表人： 邓伟利 

注册资本： 1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7年 6月 1日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管理。 

2、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511号 3楼 C区 

法定代表人： 邓伟利 

注册资本： 35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87年 12月 16日 

经营范围： 开展各种境内外投资业务，资产经营管理业务，企业管理，

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帐），投资咨询（不得从事经

纪）。 

3、上海潼方汇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名称： 上海潼方汇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点：  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511号 1903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孙忞 

成立日期： 2017年 06月 29日 

经营范围： 商务信息咨询。 

4、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锦程沙洲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锦程沙洲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宁波市北仑区梅山盐场 1号办公楼十一号 787 室 

法定代表人： 钱正 

注册资本： 19,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6年 4月 29日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铁矿石、钢材、煤炭（无储存）、

冶金原辅材料、冶金产品、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工品）、

建材、焦炭（无储存）批发、零售。（未经金融等监管部

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

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5、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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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511号 

法定代表人： 沈骏 

注册资本： 1,055,884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0年 4月 20日 

经营范围： 以金融为主、非金融为辅的投资，资本运作与资产管理，

金融研究，社会经济咨询。 

6、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上海市黄浦区九江路 111号 201室 

法定代表人： 陈志刚 

注册资本： 1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5年 3月 11日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实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  

7、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上海市浦东机场启航路 900号 

法定代表人： 吴建融 

注册资本： 1,45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7年 6月 9日 

经营范围： 机场建设、运营管理，与国内外航空运输有关的地面服务，

国际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对外技术合作、咨询服务，

供应链管理、第三方物流（除运输），房地产开发，实业

投资（除股权投资及股权投资管理），物业管理，酒店管

理，预包装食品销售（限分支机构经营），会议及展览服

务，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附设分支机构。  

8、上海闸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上海闸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上海市闸北区江场三路 238号 1506室 

法定代表人： 吴炯 

注册资本： 26,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1年 11月 9日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投资咨询、投资管理。 

9、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700号 85幢 6楼 

法定代表人： 陈于冰 

注册资本： 328,544.6248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89年 4月 7日 

经营范围： 计算机软、硬件系统及相关系统的集成、开发、咨询、销

售及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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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本企业包

括本企业控股的成员企业，信息服务业务（含短信息服务

业务，不含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电话信息服务业务）,

实业投资。 

（四）上海国和二期现代服务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概况 

1、基金注册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2、基金规模及出资人：基金计划募集总规模为 15亿元； 

出资人分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目前基金合伙人为： 

（1）普通合伙人：上海和简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有限合伙人：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建工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上海佳富投资有限公司、上海中房置业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乾宝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德利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

等。 

3、基金管理模式：基金采用有限合伙制，通过基金合同对各方权利义务做

出约定；基金管理人为上海国和现代服务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基金的存续期：6年，其中投资期 3 年，回收期 3年。 

5、基金投资方向：主要投资于金融服务、企业服务、文化传媒等行业的产

业投资、股权投资等。 

（五）上海国和二期现代服务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作方

基本情况 

1、上海和简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名称： 上海和简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点：  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687 号 1 幢 364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致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6 年 12 月 16 日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

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2、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概况见本公告第二节之“（三）上海国方母基金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合作方基本情况”。 

3、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合伙企业名称： 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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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点：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235 号雨润国际广场 B1 楼 8-13 层 

法定代表人： 祝义财  

成立日期： 2011 年 7 月 14 日 

经营范围： 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

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

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4、上海佳富投资有限公司 

合伙企业名称： 上海佳富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浦东新区东三里桥 555 号 202 室  

法定代表人： 裘东方  

成立日期： 2010 年 12 月 13 日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商务咨询（除经纪），

市场营销策划，物业管理，建筑业（凭资质经营），园林

绿化，五金交电、建筑材料、日用百货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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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上海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合伙企业名称： 上海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 2123 号 3E-1850

室  

法定代表人： 桂国杰  

成立日期： 1999 年 9 月 24 日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与销售，房屋出租，物业管理，装饰装潢，建

筑工程施工，建筑材料销售，食用农产品销售，食品流通，

酒类商品（不含散装酒）零售，酒类商品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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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厦门乾宝投资有限公司 

合伙企业名称： 厦门乾宝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厦门火炬高新区软件园曾厝垵北路 1 号 103A 单元  

法定代表人： 邱菊生   

成立日期： 2011 年 11 月 23 日 

经营范围： 从事商业零售类项目投资、为企业提供投资咨询及管理、

股权投资管理（以上项目不含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证券、

期货及其他金融、咨询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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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上海德利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 

合伙企业名称： 上海德利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 

注册地点：  浦东新区万祥镇宏祥北路 83 弄 1-42 号 20 幢  

法定代表人： 袁建东  

成立日期： 2016 年 1 月 29 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企业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以上咨

http://www.qichacha.com/people?name=%E7%A5%9D%E4%B9%89%E8%B4%A2&companyname=%E5%88%A9%E5%AE%89%E4%BA%BA%E5%AF%BF%E4%BF%9D%E9%99%A9%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
http://www.qichacha.com/people?name=%E8%A3%98%E4%B8%9C%E6%96%B9&companyname=%E4%B8%8A%E6%B5%B7%E4%BD%B3%E5%AF%8C%E6%8A%95%E8%B5%84%E6%9C%89%E9%99%90%E5%85%AC%E5%8F%B8
http://www.qichacha.com/people?name=%E6%A1%82%E5%9B%BD%E6%9D%B0&companyname=%E4%B8%8A%E6%B5%B7%E4%B8%AD%E6%88%BF%E7%BD%AE%E4%B8%9A%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
http://www.qichacha.com/people?name=%E9%82%B1%E8%8F%8A%E7%94%9F&companyname=%E5%8E%A6%E9%97%A8%E4%B9%BE%E5%AE%9D%E6%8A%95%E8%B5%84%E6%9C%89%E9%99%90%E5%85%AC%E5%8F%B8
http://www.qichacha.com/people?name=%E8%A2%81%E5%BB%BA%E4%B8%9C&companyname=%E4%B8%8A%E6%B5%B7%E5%BE%B7%E5%88%A9%E5%8E%9A%E6%8A%95%E8%B5%84%E7%AE%A1%E7%90%86%E5%90%88%E4%BC%99%E4%BC%81%E4%B8%9A%EF%BC%88%E6%99%AE%E9%80%9A%E5%90%88%E4%BC%99%EF%BC%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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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除经纪），汽车、摩托车、汽车与摩托车配件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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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上海国和现代服务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上海国和现代服务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南路 360 号 24 楼 A 座 

法定代表人： 顾建忠 

注册资本： 1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9 年 12 月 28 日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管理，自有资金投资，投资咨询。  

 

（六）上海国和海尧泛娱乐成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概况 

1、基金注册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2、基金规模及出资人：基金计划募集总规模为 5亿元； 

出资人分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目前基金合伙人为： 

（1）普通合伙人：宁波广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有限合伙人：上海建工集团投资有限公司、福建省众盈创富投资有限

公司、广州巨牛国和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 

3、基金管理模式：基金采用有限合伙制，通过基金合同对各方权利义务做

出约定；基金管理人为上海国和现代服务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基金存续期：5年，其中投资期 3年，退出期 2年。 

5、基金投资方向：主要投资于国内卫视平台的泛娱乐生态圈公司，包括版

权引进与模式研发、内容制作、知识产权衍生及运营、艺人经纪、平台、广告等

产业领域的产业投资、股权投资等。 

（七）上海国和海尧泛娱乐成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作方

基本情况 

1、宁波广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名称： 宁波广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点：  中国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盐场 1 号办公楼九号 2748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林海舰 

成立日期： 2017 年 9 月 8 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投资咨询、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

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

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2、福建省众盈创富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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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名称： 福建省众盈创富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平潭综合实验区芦洋乡产业服务中心 162 室 

法定代表人： 林岚文 

成立日期： 2015 年 4 月 17 日 

经营范围： 对酒店业、旅游业、房地产业、农林牧渔业、建筑业、卫生

医疗服务业、娱乐业、教育业、批发零售业、高新科技产业

的投资；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物业管理；预包装食品的批

发兼零售；水果种植；花卉苗木培植；园林绿化工程设计、

施工；依法从事对非公开交易的企业股权进行投资以及相关

资讯服务。（不含金融、证券、期货、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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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广州巨牛国和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名称： 广州巨牛国和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点：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 167 号 2022 房之 C141 

执行事务合伙人： 赵中华 

成立日期： 2017 年 5 月 8 日 

经营范围： 商务服务业（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

平台查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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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上海国和现代服务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概况见本公告第二节之“（五）上海国和二期现代服务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合作方基本情况”。 

三、产业基金的投资方向 

上述产业基金的计划投资方向主要包括 PE、PIPE、并购等投资运作。其中，

上海国方母基金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主要投资于基金管理人上海

国方母基金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所实际控制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所发行、

管理的私募投资基金；上海国和二期现代服务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将主要投资于金融服务、企业服务、文化传媒三个细分领域的消费升级及产

业升级相关投资项目；上海国和海尧泛娱乐成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将主要投资于影视综艺、产业运营、艺人经纪等泛娱乐领域的投资项目。 

四、投资产业基金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投资上述产业基金，公司将能够与产业基金的其他合伙人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合作共享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投资机会，通过产业投资获取一定的财务投

资收益。 

长远来看，参与投资上述产业基金有助于公司转型发展，丰富公司的投资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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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提高盈利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分散投资风险，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和公司发

展战略。 

五、投资产业基金的风险分析 

上述产业基金的投资方向包括但不限于 PE、PIPE、并购等投资运作，上述

几类投资的实际收益情况取决于宏观经济环境和证券市场的情况。因此，在上述

产业基金管理运作期内将面临宏观经济环境变动及证券市场的波动导致的市场

风险。上述产业基金未约定最低回报，建工投资作为上述产业基金的有限合伙人

之一，投资回收及收益存在不确定性。 

特此公告。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1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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