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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28          证券简称：高新发展          公告编号：2018-40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成都中建高新空港新城建设投资 

合伙企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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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投资设立成都中建高新空港新城建设投资合伙企业是否对

公司带来投资收益以及施工利润，将首先取决于成都中建高新空港新

城建设投资合伙企业作为社会出资人牵头发起组建的联合体能否中

标成都高新区尤其是成都天府国际空港新城 PPP 项目，敬请广大投

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全面深入参与成都天府国际空港新城（以下简称空港新城）建

设，充分发挥各方优势、整合优质资源，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和利润

水平，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与其控股子公司成都倍盈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倍盈公司”）拟联合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建八局”）、成都川商投兴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

商投兴创”）共同发起设立成都中建高新空港新城建设投资合伙企业



2 

 

（暂定名，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的为准，以下简称中建高新

或中建高新 PPP 基金），该 PPP 基金规模为人民币 30 亿元，将以此

作为社会资本方牵头组建联合体投标成都高新区尤其是空港新城的

PPP 项目。一旦中标，联合体将牵头组建 PPP 项目公司，并由公司全

资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承担 PPP 项目公司的部分

建筑施工业务。公司将获取 PPP 基金投资收益和施工利润。 

2018 年 6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成都中建高新空港新城建设投资合伙企业

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子公司倍盈公司联合中建八局、川商投兴创发

起设立中建高新的事项（相关事项详见公司于同日发布的该次会议决

议公告）。 

本次设立中建高新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董事会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按高新发展不超过在中建高新中的出资金

额范围内，当中建高新投资设立 PPP 项目公司时（若中建高新牵头

组建的联合体中标成都高新区尤其是空港新城 PPP 项目），在中建

高新的相关决策中行使决策权。 

该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倍盈公

司尚未与中建八局、川商投兴创签署正式出资协议。 

二、本次投资的目的 

当前正在开发建设的空港新城，是四川省和成都市的重要战略部

署，是在成都市“东进”战略下依托成都第二座国际机场——成都天府

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重点开辟和打造的成都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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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的“第二主战场”，将再造成都市的一个产业新城。

按照相关规划，空港新城总规划面积约 483 平方公里，将以建成国际

航空枢纽典范城、全球公民双创汇聚区和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集

群地为愿景，着力打造一座创新之城、科技之城、低碳宜居之城。空

港新城将以“一年打基础、三年见雏形、五年聚产业、十年立新城”

为目标稳步推进开发建设。空港新城由成都高新区负责开发建设，基

本建设需求巨大。为了推进空港新城的建设步伐，成都高新区管委会

将大量通过 PPP 模式完成该区域内的主要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按成都高新区管委会的要求，公司作为高新区管委会下属唯一的

国有上市公司和拥有建筑施工企业的优势要全面深入参与空港新城

的建设，特别是在基础设施等建设类 PPP 项目中发挥作用。在此巨

大发展机遇下，公司拟联合其他国内一流建筑施工央企、金融资本等

机构投资设立 PPP 基金，吸引大量社会资金广泛、深入地参与空港

新城 PPP 项目。 

中建高新 PPP 基金成立的主要目的即是承担公司所参与的成都

高新区尤其是空港新城 PPP 项目中的融资和出资的功能。公司将充

分利用该 PPP 基金的抓手作用，借助空港新城 PPP 项目的契机，通

过金融投资带动建筑施工业务板块的发展，将公司重塑为盈利能力较

强的优质上市公司。 

三、合作各方介绍  

（一）成都倍盈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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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住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锦城大道 539

号 1 栋 1 单元 4 层 403 号 

3、法定代表人：游勇进 

4、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8 年 5 月 14 日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6CF36G8T 

7、经营范围：受托管理股权投资企业，从事投资管理及相关咨

询服务（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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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结构图：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倍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倍盈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

70%

 

9、与公司的关系说明：倍盈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10、倍盈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568 号 27 层 

3、法定代表人：校荣春 

4、注册资本：950,000 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1998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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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63126503X1 

7、经营范围： 房屋建筑、公路、铁路、市政公用、港口与航道、

水利水电各类别工程的咨询、设计、施工、总承包和项目管理，化工

石油工程，电力工程，基础工程，装饰工程，工业筑炉，城市轨道交

通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混凝土预制构件

及制品，非标制作，建筑材料生产、销售，建筑设备销售，建筑机械

租赁，房地产开发，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从事建筑领域内的技

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经营

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及技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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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结构图：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100%

56.26%

100%

 

9、与公司的关系说明：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公司与中建八局不存在关联关系。 

10、中建八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成都川商投兴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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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住所： 成都市武侯区永康路 239 附 16 号 1 层 

3、法定代表人：杨可 

4、注册资本：3,000 万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6 年 5 月 10 日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7MA61UM1Q1Q 

7、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企业；从事投资管理服务（不

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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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股权结构图： 

四川省商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四川省商投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成都川商投兴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

40%

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

广州淡水泉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四川城锋投资有限

公司

30% 30%

    

9、与公司的关系说明：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

定，公司与川商投兴创不存在关联关系。 

10、川商投兴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中建高新 PPP 基金的基本情况 

（一）名称：成都中建高新空港新城建设投资合伙企业（暂定名，

以工商部门核定的名称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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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所：成都高新区 

（三）基金总规模：30 亿元（认缴制）。各出资人将在 PPP 项

目确定中标后，按项目投资额和进度对基金实缴出资。 

（四）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五）出资情况： 

出资人名称 总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出资方式 

高新发展 59,700 19.9 货币出资 

倍盈公司 300 0.1 货币出资 

川商投兴创 300 0.1 货币出资 

中建八局 239,700 79.9 货币出资 

合计 300,000 100 — 

本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包括普通合伙人倍盈公司、川商投兴创，有

限合伙人高新发展和中建八局，其中倍盈公司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和基

金管理人。 

（六）合伙期限：合伙企业的经营期限为长期。 

（七）基金管理费：管理费以合伙企业实收的合伙人出资总额为

基数，倍盈公司和川商投兴创每年各按 0.5%的费率收取。 

（八）利润分配：按照各方的出资实际比例进行分配。 

（九）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管理、管理咨询等（以工商部

门核定为准）。 

（十）主营业务：实施股权投资，作为牵头社会出资人发起参与

成都高新区尤其是空港新城 PPP 项目招投标。 

五、本次投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PPP 基金具有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等特点，在投资过程中将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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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经济、行业周期、政策风险、基金管理水平、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

理以及交易方案设计等诸多因素影响，存在投资可能达不到预期收益

甚至损失出资资金的风险。 

公司通过投资设立中建高新 PPP 基金，有利于整合各方优势资

源参与空港新城 PPP 项目，通过金融投资带动建筑施工业务板块的

发展，改善公司业绩。但是，投资设立中建高新 PPP 基金是否对公

司带来投资收益以及施工利润，将首先取决于中建高新 PPP 基金作

为社会出资人牵头发起组建的联合体能否中标成都高新区尤其是空

港新城 PPP 项目，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及时披露中建高新 PPP 基金设立等后续进展情况。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六日 

http://quote.cfi.cn/quote_000145.html
http://quote.cfi.cn/quote_00014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