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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作发起设湖南丝路产业投资基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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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投资标的：湖南丝路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暂定名，

以工商部门核准名称为准） 

2、 投资金额：产业基金首期出资总额为 16,800 万元，由公司

全资子公司上海名城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

暨执行事务合伙人，联合深圳名城金控（集团）有限公司、

长沙金霞海关保税物流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湖南澳创亿天供

应链有限公司等作为有限合伙人共同发起设立，其中公司在

合伙企业出资比例总计 67.26%。 

3、 设立目的：本次合作发起设立湖南丝路产业投资基金，符

合公司“产业+资本”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产业基金作为政

府引导基金，为促进长沙市进出口贸易发展，支持出口企业

开展出口退税融资，贸易融资。投向服务长沙进出口贸易的

金融服务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配套产业基金等。 

4、 风险提示：产业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低等特点，

短期内不能为公司贡献利润。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理性投资。 

 

一、 对外投资概述 



（一） 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深圳名

城金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城金控”）全资子公司上海

名城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城股权基金”）作为普通

合伙人暨执行事务合伙人，联合名城金控、长沙金霞海关保税物流投

资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税投资”）、湖南澳创亿天供应链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澳创”）等作为有限合伙人，共同发起设立湖

南丝路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暂定名，以工商部门核准名称为

准，以下简称“产业基金”或“合伙企业”），产业基金首期出资总额

为 16,800 万元，其中名城股权基金与名城金控在合伙企业出资比例

总计 67.26%,总计出资金额为 11,300 万元。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九次会议以全票审议通过《上海名城股权投

资基金有限公司联合长沙金霞海关保税物流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等发

起设立湖南丝路产业投资基金，签署<湖南丝路产业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之合伙协议>的议案》。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本次对外投资不

构成公司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暨执行事务合伙人： 

1、名城股权基金系公司下属名城金控的全资子公司，合伙企业

的普通合伙人暨执行事务合伙人。 

成立时间：2015 年 9 月 9 日，营业期限至 2035 年 9 月 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350804666L 

住所：上海市长宁区红宝石路 500 号 1 号楼 2402室 A 



法定代表人：梁婧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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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万元 

名城股权基金作为名城金控的股权投资平台，具有私募基金管理

人资格，通过发起设立和管理并购基金、产业基金、创投基金等进行

股权投资，投资包括互联网产业、大健康、大消费、大环保、大数据、

工业 4.0等新兴行业。 

（二）有限合伙人 

1、名城金控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 

成立时间：2015 年 07 月 0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428128855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路一号 A 栋 201 室 

法定代表人：鲍金林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 亿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股权投资；创业投资业务；投资兴办

实业；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投资顾问；受托资产管理；受托管理股

权投资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的投资管理；开展股权投资和企业上市

咨询业务；商务信息咨询、商业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

在网上从事商贸活动；依托互联网等技术手段，提供金融中介服务。 

2、长沙金霞海关保税物流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合伙企业的有限

合伙人。 

成立时间：2005 年 07 月 15日，营业期限至 2035 年 07 月 14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776782556M 

住所：长沙市开福区新港路 30号 



法定代表人：杨牧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 

经营范围：保税物流园的招商、开发、建设；仓储管理服务；房

地产开发经营；代收代缴水电费；代收代缴天然气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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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结构：长沙开福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保税投资 100%

股权，长沙开福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唯一股东为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政府。公司及子公司与保税投资无关联关系。 

3、湖南澳创亿天供应链有限公司，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 

成立时间：2017 年 4 月 5 日，营业期限至 2067 年 4 月 4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5MA4 

住所：长沙市开福区青竹湖街道青竹湖路 29 号长沙金霞海关保

税物流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商务写字楼 1206 房。 

法定代表人：明子翔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与服务；企业管理服务；连锁企业管理；

商业管理；装卸搬运；货物仓储（不含危化品和监控品）；货物报关

代理服务；货物检验代理服务；联合运输代理服务；打包、装卸、运

输全套服务代理；国际货运代理；国内货运代理；道路货物运输代理；

水上货物运输代理；贸易代理；国内贸易(限专项)；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

术除外；进口食品零售；米、面制品及食用油、果品及蔬菜、调味品、

乳制品、瓶（罐）装饮用水、进口酒类、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办

公用品的批发；食品、保健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蜂产品（蜂蜜、

蜂王浆、蜂胶、蜂花粉、蜂产品制品）、农产品、日用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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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结构：湖南澳创的股东为自然人李平波、明子翔。公司及子

公司与湖南澳创无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及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伙企业名称： 

湖南丝路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暂定名，以工商部门核准

名称为准）。    

2、合伙企业设立目的： 

产业基金作为政府引导基金，为促进长沙市进出口贸易发展，支

持出口企业开展出口退税融资，贸易融资。投向服务长沙进出口贸易

的金融服务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配套产业基金等。合伙企业将

不低于 50%的基金额度服务于长沙金霞保税区内的企业。 

3、出资各方及出资额： 

合伙企业的认缴出资总额 16,800 万元，由全体合伙人共同募集。

普通合伙人暨执行事务合伙人名城股权基金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500

万元，占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总额的 2.9762%；有限合伙人名城金控

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10,800 万元，占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总额的

64.2857%，有限合伙人保税投资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5,000 万元，作

为政府引导资金，占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总额的 29.7619%；有限合

伙人湖南澳创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500 万元，占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

总额的 2.9762%。首期出资各合伙人的认缴出资额及认缴出资比例如

下： 

序

号 
合伙人类型 合伙人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普通合伙人

暨执行事务

合伙人 

 上海名城股权投资基

金有限公司 
货币 500 2.9762 

2 有限合伙人 
深圳名城金控（集团）

有限公司 
货币 10,800.00 64.2857 

3 有限合伙人 
长沙金霞海关保税物

流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货币 5,000 29.7619 

4 有限合伙人 
湖南澳创亿天供应链

有限公司 
货币 500 2.9762 

合计 16,800.00 100.00 

4、投资目的及范围： 

产业基金作为政府引导基金，为促进长沙市进出口贸易发展，投

向服务长沙进出口贸易的园区投资、国际贸易、供应链金融服务、股

权并购。具体方向是园区开放型经济平台建设投资、国际贸易、国际

物流、一带一路项目投资、供应链金融服务、跨境电商等。合伙企业

之闲置资金可以存放银行、购买国债、货币基金、理财产品、定期存

款、固定收益类产品或进行须经投资决策委员会同意的其他闲置资金

增值投资。 

5、合伙期限及退出： 

合伙企业自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成立，合伙期限至营业执照颁发

之日起满十年之日止。 

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首次缴付其认缴的出资额之日起满 3 年

之日止为“投资期”。投资期内，有限合伙人应根据普通合伙人按照

本协议的约定发出的书面缴款通知向合伙企业缴付其认缴的出资额。



投资期结束之日起的 2 年的期间为“管理及退出期”。在管理及退出

期内，执行事务合伙人主要对被投资企业进行维护或价值增值，并及

时将合伙企业对被投资企业的投资进行变现。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合

伙企业可延长 2年。 

6、决策机制： 

合伙企业设立专家委员会，由专家委员会对合伙企业的投资范围，

投资行业提供咨询意见。专家委员会由 5 名委员组成，其中名城股权

基金委派 2 名，湖南澳创委派 1 名，保税投资委派 2名。 

合伙企业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执行本合伙

企业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议。投资决策委员会由 5 名委员组成，其中

名城股权基金委派 2 名，名城金控委派 1 名，湖南澳创委派 1 名，保

税投资委派 1 名，每人一票，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议实行过半数通过

制。投资决策委员会设主任 1 名，由名城股权委派委员担任。投资决

策委员会对合伙企业的投资、管理、退出进行决策，以及需要投资决

策委员会决定的闲置资金增值投资进行决策。 

7、管理费： 

各方同意合伙企业在其存续期间应按下列规定向普通合伙人即

名城股权基金支付管理费，具体支付方法如下： 

有限合伙人首期出资全额缴付到位之日起，投资期内，合伙企业

按有限合伙人认缴的出资总额为管理费计算基数，按 2%/年收取年度

管理费；管理及退出期内，年度管理费按照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总额

为管理费计算基数，按 1%/年收取年度管理费，如管理及退出期不满

1 年的，则按实际天数年化 1%计算；延长期内，不支付管理费。管理

费从全体有限合伙人的实缴出资中支付。 

8、分配： 



合伙企业取得的现金收入（现金收入包括但不限于利息、股息、

债息、红利、股权转让所得、股票出售所得等）应按照约定向合伙人

进行分配。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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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以其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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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争议解决： 

因合伙协议引起的及与合伙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首先应由相关

各方之间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相关各方不能协商解决，任何一方均

可向基金实际经营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本次合作发起设立产业基金，符合公司“产业+资本”双轮驱

动的发展战略。名城金控旗下拥有私募基金管理人资格，具有资本优

势、产业链优势、管理优势及专业管理团队和丰富管理经验，将产业

基金打造成为服务长沙金霞经济开发区进出口的重要力量的同时，促

进公司股权投资业务整体健康发展。 

2、本次产业基金作为政府引导基金，运用市场手段，促进财政

与资本联动，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实体经济。为促进长沙市进出口贸易

发展，支持出口企业开展出口退税融资，贸易融资。投向服务长沙进

出口贸易的金融服务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配套产业基金等。 

3、产业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低等特点，短期内不能为

公司贡献利润的风险；产业基金在后期运营过程中，受宏观经济、行

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管理经营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存在投资达不

到预期收益的风险。 



4、本次产业基金尚在签署合伙协议及设立阶段，对公司当期业

绩无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五、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局第九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湖南丝路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之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7年 11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