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券代码：600844  900921  证券简称：丹化科技  丹科B股   编号：临2018－032 

丹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认购私募基金份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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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投资标的名称：分宜川流长枫新材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拟投资金额：人民币2,000万元 

风险提示：基金尚需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本次投资无

保本及最低收益承诺；基金在运营过程中存在运营风险及资金损失风险、

流动性风险、技术风险、操作风险、法律与政策风险、发生不可抗力事件

的风险等风险。 

 

一、 投资概述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投资分宜川流长枫新材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并签署了《分宜川流长枫新材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分宜川流长枫新材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主要投资于高速成长的新材

料企业，包括但不限于各种特种塑料及纤维、轻量化材料、新能源材料、

半导体及集成电路用电子化学品、环保及循环经济材料。基金拟定规模为

人民币6亿元，最高不超过10亿元，目前已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20,000万

元。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认缴投资基金份额，占已认缴

出资总额的比例10%。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规定，本次对外投资无须经过董事会审

议，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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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余川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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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08月08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工业园管理委员会四楼 

法定代表人：时雪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521MA35K1519X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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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股权比例 

1 时雪松 550.00 55.00% 

2 吕罡 370.00 37.00% 

3 周明 80.00 8.00% 

总计  1,000.00 100.00% 

登记备案情况：新余川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依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

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履

行登记备案程序，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为P1034186。 

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说明：新余川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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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利益安排，未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本公司股份。 

三、 其他投资人情况 

1、新余川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新余川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521MA35K1519X 

住所：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工业园管理委员会四楼 

法定代表人：时雪松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08-08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http://www.qichacha.com/people?name=%E5%AE%81%E6%B3%A2%E6%A2%85%E5%B1%B1%E4%BF%9D%E7%A8%8E%E6%B8%AF%E5%8C%BA%E6%8B%BE%E7%8E%89%E8%82%A1%E6%9D%83%E6%8A%95%E8%B5%84%E7%AE%A1%E7%90%86%E6%9C%89%E9%99%90%E5%85%AC%E5%8F%B8&amp;keyno=d88047439023828a77c7ae574fc6c3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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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新余川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厦门建发新兴产业股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厦门建发新兴产业股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3031226112 

住所：厦门市思明区环岛东路1699号建发国际大厦41楼C单元 

法定代表人：王文怀 

注册资本：2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12-12 

经营范围：非证券类股权投资及与股权投资有关的咨询服务(法律、法

规另有规定除外)。 

厦门建发新兴产业股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分宜沅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分宜沅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521MA35L4P520 

主要经营场所：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四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新余川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11-03 

经营范围：互联网企业投资管理；食品饮料业投资管理；医疗健康业

投资管理；采矿业及化工材料投资管理；制造业及服务业企业资产管理及

投资管理(金融、证券、期货、保险业务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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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宜沅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闰土锦恒（嘉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闰土锦恒（嘉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MA28ALR446 

http://www.qichacha.com/people?name=%E5%AE%81%E6%B3%A2%E6%A2%85%E5%B1%B1%E4%BF%9D%E7%A8%8E%E6%B8%AF%E5%8C%BA%E6%8B%BE%E7%8E%89%E8%82%A1%E6%9D%83%E6%8A%95%E8%B5%84%E7%AE%A1%E7%90%86%E6%9C%89%E9%99%90%E5%85%AC%E5%8F%B8&amp;keyno=d88047439023828a77c7ae574fc6c3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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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1856号基金小镇3号楼113室-79 

执行事务合伙人：浙江闰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1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09-01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闰土锦恒（嘉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5、新疆优胜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新疆优胜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585755694J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高新街258号数码港大厦

2015-253号 

法定代表人：宋卫东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1-12-23 

经营范围：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

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新疆优胜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6、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168015871H 

住所：山东省阳谷县清河西路217号(原南环路217号) 

法定代表人：王文博 

注册资本：37,513.1706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0-03-23 

经营范围：安全生产许可证许可范围内的危险化学品生产(有效期限以

许可证为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橡胶防焦剂CTP、橡胶助剂的制造,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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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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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 投资基金的基本情况 

名称：分宜川流长枫新材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基金规模：拟定人民币6亿元 

基金管理人：新余川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双创大厦 

执行事务合伙人：新余川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新材料行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咨询顾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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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期限：合伙企业合伙期限为五年，自首次认缴交割日起算。其中

前三年为投资期，投资期届满后的剩余期限为退出期。若普通合伙人认为

确有必要，普通合伙人可自主决定将退出期延长二次，每次可延长一年；

在第二次延长期届满后，经咨询委员会同意，普通合伙人可根据本有限合

伙企业的实际情况再次延长退出期一个自然年度。 

五、 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1. 截止目前，全体合伙人的总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20,000万元，合伙人已认

缴基金出资总额与比例为： 

序

号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

万元） 

出 资

比例 

1 新余川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200 1% 

2 厦门建发新兴产业股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6,000 30% 

3 分宜沅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5,300 26.5% 

4 
闰土锦恒（嘉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有限合伙人 3,000 15% 

5 新疆优胜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 10% 

6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500 7.5% 

7 丹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 10% 

金额总计 2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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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资方式 

本合伙企业所有合伙人之出资方式均为以人民币货币出资。 

3. 出资进度安排 

合伙企业成立后，各合伙人认缴的合伙企业出资根据普通合伙人发出

的缴付通知书分期缴付，每一期出资均由各合伙人按照其认缴出资的比例

分别缴款。首次出资的比例为总认缴出资额的40%。 

4. 经营期限 

合伙企业合伙期限为五（5）年，自首次认缴交割日起算。其中前3年为

投资期，投资期届满后的剩余期限为退出期。若普通合伙人认为确有必

要，普通合伙人可自主决定将退出期延长2次，每次可延长1年；在第二次

延长期届满后，经咨询委员会同意，普通合伙人可根据本有限合伙企业的

实际情况再次延长退出期一个自然年度。 

5. 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 

新余川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投资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暨管理人。 

6. 合伙事务的执行 

普通合伙人为合伙企业之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拥有《合伙

企业法》及合伙协议规定的对于合伙企业事务的独占及排他的执行合伙事务

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策，执行本有限合伙企业

的投资及其他业务；采取本有限合伙企业维持合法存续和开展经营活动所

必需的一切行动；聘用专业人士、中介及顾问机构为本有限合伙企业提供

服务等约定事项。具体内容以合伙协议的约定为准。 

7. 合伙人会议 

合伙人会议分为年度会议和临时会议。合伙人会议由全体合伙人组

成。由普通合伙人召集并主持。合伙人会议讨论决定如下事项包括由普通

合伙人召集并主持。合伙人会议讨论决定如下事项：听取普通合伙人的年

度报告；合伙企业的解散及清算事宜；在发生关键人士事件时，批准关键

人士的替换方案等约定事项。具体内容以合伙协议的约定为准。 

8. 投资委员会 

合伙企业设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由3名成员组成，由管理

人任命。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对项目投资进行审议并做出决议。任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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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之投资及退出决议须经投资决策委员会全体成员表决通过后方可由执

行事务合伙人执行。 

上市公司不向基金委派投资委员会委员，对基金拟投资标的没有一票

否决权。 

9. 咨询委员会 

合伙企业将于首次认缴交割日后的40个工作日内由普通合伙人组建由

有限合伙人代表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会由3名委员组成，由普通合

伙人认可的有限合伙人所指派的代表担任。在最终认缴交割日后的四十个

（40）工作日内，普通合伙人有权参照届时的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金额高

低，并出于有利于基金投资运营的目的，重新选择有限合伙人代表，对咨

询委员会进行改组，并有权将咨询委员会委员人数增加至不超过5名。 

10. 投资领域 

合伙企业的投资目标为主要投资于新材料、先进化工、医药、环保等

高科技领域的，拥有先进技术、高进入壁垒与竞争力的创新型与成长性的

投资机会，以及普通合伙人认为合适的其他投资机会。 

11. 收益分配 

合伙企业的每一个项目退出后，对可分配现金收入、非现金收入的分

配，应当首先在参与相应投资的合伙人之间按照其各自对该等投资的实缴

出资的比例进行划分。在支付合伙企业费用并根据合伙协议约定足够支付

合伙企业费用、相关债务和义务和用于循环投资的金额的资金后，合伙企

业预计将在每一项目投资变现后的90天内分配处置被投资载体投资所得的

现金收入，按照前述比例进行划分后归属于普通合伙人的金额应当分配给

普通合伙人，归属于每一有限合伙人的金额应按照该次的项目分配比例并

根据以下顺序进行分配： 

第一轮：按照项目分配比例向全体有限合伙人进行分配，直至各有限

合伙人在本段下就该时点以及之前已处置的投资项目而得到的分配总额等

于下述总额：(i)该有限合伙人就已退出以及发生永久减计的投资项目已经

支付但尚未获得返还的累计实缴出资额；和(ii)该有限合伙人就其实缴出

资额中用于承担且未获得返还的、按截至本分配时点已退出以及发生永久

减计的投资项目分摊的筹建费、管理费及其他合伙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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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如仍有剩余，按照项目分配比例向全体有限合伙人进行分

配，直至全体合伙人在第一轮分配下获得的金额按照每年8%的复利计算所

得的门槛回报（下称"门槛回报"），门槛回报的计算期间为该有限合伙人对

相应已退出的投资项目的实缴出资的每一付款日次日起到该等有限合伙人

收回该部分出资之日止； 

第三轮：如仍有剩余，则向普通合伙人进行分配，直至普通合伙人或

其指定的关联方根据本轮获得的收益等于普通合伙人或其指定的关联方根

据本轮获得的收益与全体有限合伙人根据第二轮分配获得门槛回报之和的

20%； 

第四轮：如仍有剩余，剩余部分的80%按照项目分配比例向全体有限合

伙人进行分配，剩余部分的2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或其指定的关联方（普通

合伙人根据第三轮和第四轮所得的分配之和称为"绩效收益"）。 

对部分处置投资项目所得的分配亦适用上述规定。 

12. 管理费 

在投资期内，管理费费率为2%/年；在退出期内（含延长期），管理费

率为0.5%/季。在管理费计算期间内，每个收费期间应支付的管理费金额=

管理费计算基数×管理费费率×该管理费收费期间的实际天数÷365。在投

资期内，管理费计算基数认缴完成时的认缴出资总额；在退出期内，管理

费计算基数调整为本有限合伙企业实缴出资总额扣减在该收费期间起始日

之前已退出项目、已冲销项目及部分退出项目的原始投资成本之和。 

在投资期内，每日历年度为一个收费期间；在退出期内（含延长期），

每日历季度为一个收费期间。 

13. 会计制度 

普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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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核算各合伙人的出资、收入、

费用情况，合伙企业在会计账簿中为每一个合伙人设置资本账户，分别核

算各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实缴出资额、分摊的费用、分摊的投资本金、分

享的投资收入及其他收入、已分配的投资收入等。合伙企业应于每一会计

年度结束之后，由有资质的独立审计机构对合伙企业的年度财务报表进行

审计。审计机构应由普通合伙人选择并聘请。普通合伙人应在国际四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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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师事务所中选择本合伙企业的审计机构。 

合伙企业的会计年度为每年的公历1月1日至12月31日止，但首个会计

年度为自本有限合伙企业设立之日起至当年之12月31日止。 

14. 退出机制 

有限合伙人可以自行决定向其关联人转让其所持有的部分或全部财产

份额，但仍需向普通合伙人提交关于转让财产份额的有效申请。经普通合

伙人书面批准，有限合伙人可以向其关联人之外的第三方转让其所持有的

部分或全部财产份额，并且，拟转让其持有的财产份额的有限合伙人应向

普通合伙人提交关于转让财产份额的有效申请。 

合伙企业合伙期限内，除非法律或本协议另有规定或普通合伙人另行

批准外，有限合伙人不得要求退伙、缩减认缴出资额及/或实缴出资额。 

六、 其他说明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投资基金份额认购、未在投资基金中任职。 

本次公司参与投资基金，不会导致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 

七、 投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 

公司此次投资分宜川流长枫新材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有效利

用公司闲置资金，提高公司资金利用率。同时公司也将借助与分宜川流长

枫新材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作，拓宽在新材料行业的视野，把

握行业发展的前沿与动态，寻找和培育新材料领域的优质投资与并购标的

以及合作伙伴，促进公司稳健发展，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2、存在的风险 

基金尚需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本次投资无保本及最低

收益承诺；基金在运营过程中存在运营风险及资金损失风险、流动性风

险、技术风险、操作风险、法律与政策风险、发生不可抗力事件的风险等

风险。投资基金后续投资进展及完成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亦可能面临投

资基金投资标的选择不当、决策失误、投资失败及亏损等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投资基金运作、管理、投资决策及投后管理进展情

况，防范、降低和规避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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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

运行，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丹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7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