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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93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2018-109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闻传

媒”）于 2018 年 10 月 9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华闻传媒投

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8〕第 199 号）

（以下简称“《关注函》”）。根据要求，公司对《关注函》中所提问题

逐项进行核查并向相关单位进行征询。现就《关注函》所提问题及相

关回复公告如下： 

问题：我部于 2018 年 7 月 24 日向你公司发出《关于对华闻传媒

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8〕第 152 号），

要求你公司对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开源基

金”）发起设立的三支资管、信托产品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渤

海国际信托－渤海信托•煦沁聚和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

“煦沁聚和 1 号”）、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前海开源聚和资产管

理计划、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前海开源鲲鹏资产管理计划（以

下合称“三支资管计划”）是否与“阜兴系”存在关联关系作出说明，

并披露出资方的各层产权及控制关系。你公司在复函中表示，煦沁聚

和 1 号系前海开源凯悦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开源凯悦”）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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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人，开源凯悦的间接劣后方为常州煦沁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常州煦沁”），常州煦沁为有限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为朱明

华，有限合伙人为徐祯华，注册资本 2 亿元人民币。你公司同时表示

前海开源基金基于必要的客户信息了解和调查以及已经掌握的事实，

无法判断三支资管计划的出资方是否与“阜兴系”存在关联。 

2018 年 8 月 22 日，我部向你公司发出《关于对华闻传媒投资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半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半年报问询函〔2018〕第

3 号），针对常州煦沁有限合伙人徐祯华为多家“阜兴系”关联企业

法人或担任有关公司董事、高管的情况，要求你公司说明徐祯华是否

能够控制常州煦沁，徐祯华及其担任董事、高管的公司是否应当认定

为你公司关联方。你公司在复函中表示，你公司没有获得常州煦沁的

合伙协议等合伙人约定的证明材料，但是按照通常惯例，合伙企业的

执行事务合伙人即普通合伙人为合伙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徐祯华作为

常州煦沁的有限合伙人是不控制常州煦沁的，故你公司不能确定徐祯

华通过控制常州煦沁直接、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合计 162,524,407 股

（占总股本 8.12%），也未认定徐祯华为你公司关联自然人。 

近日，我部关注到，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

定书〔2018〕77 号》（以下简称《行政处罚决定书》），“煦沁聚合 1

号资管计划”系阜兴集团控制，与你公司在上述两次的复函中所述内

容不一致。 

我部对此高度关注，请你公司对以下事项做出书面说明： 

1. 你公司在前期复函中表示无法判断三支资管产品与“阜兴系”

是否存在关联，与《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认定不一致的原因。 

回复：因公司并非《行政处罚决定书》所涉主体，故公司在前期

向贵部复函时，确实未关注其中关于“煦沁聚合 1 号资管计划”是否

与“阜兴系”有关的相关认定。在前期对关注函复函后公司发现中国

证监会于 2018年 7月 31日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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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阜兴集团控制‘煦沁聚合 1 号资管计划’”的表述。根据该《行

政处罚决定书》，并查阅大连电瓷以往前十大股东名称，确认“煦沁

聚和 1 号”属于阜兴集团控制。另外，根据前海开源基金和常州煦沁

签署并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

前海开源聚和资产管理计划、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前海开源鲲

鹏资产管理计划与“煦沁聚和 1 号”属于一致行动关系。 

问题：2. 再次认真核实常州煦沁是否与“阜兴系”存在关联关

系，重点说明常州煦沁的普通合伙人朱明华、有限合伙人徐祯华通过

何种方式控制常州煦沁，并提供有关协议等证明文件。 

回复：由于常州煦沁并非公司的控股或参股企业、且公司不能对

其施加任何影响，故对于常州煦沁及其合伙人的情况，公司只能通过

要求其提供相关信息的方式加以了解。 

经征询，前海开源基金表示常州煦沁在前海开源基金直销柜台开

立直销账户时，提供的资料中不包含合伙协议。因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广州分行”）是持有华

闻传媒股份的三支资管计划的优先级委托人，而常州煦沁为劣后级委

托人，公司特向浦发银行广州分行核实相关情况。该行表示从常州煦

沁向其提供的《合伙协议》所反映的信息无法说明常州煦沁是否与“阜

兴系”有关联关系。根据该《合伙协议》的约定，常州煦沁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即普通合伙人朱明华应为其实际控制人。 

公司已在核查能力范围内尽力采取了各种相关方式了解常州煦

沁及其合伙人情况，但未收集到其他的相关资料。在此情况下，公司

尚无法确认常州煦沁是否与“阜兴系”存在关联关系。但是，因常州

煦沁作为劣后级委托人的“煦沁聚和 1 号”属于阜兴集团控制，故公

司认为常州煦沁应该与“阜兴系”存在一定的关联。 

问题：3. 说明徐祯华在多家“阜兴系”关联公司担任董事、高

管的具体情况，在此基础上说明朱明华是否与“阜兴系”存在关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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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及其理由。 

回复：经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天眼查等网站查询，

公司目前了解到，姓名为“徐祯华”在相关公司担任董事、高管的具

体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 任职 备注 

1 上海阜兴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2 上海阜仕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 

2018 年 7 月 6 日

已变更为陈颖 

3 上海意隆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负责人 
 

4 上海意隆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负责人 
 

5 上海意隆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负责人 
 

6 上海意隆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负责人 
 

7 上海意隆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 负责人 
 

8 上海意隆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 负责人、执行董事 
 

9 上海意隆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负责人 
 

10 上海意隆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负责人 
2018年 4月 17日

注销 

11 
上海意隆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一分

公司 
负责人 

 

经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天眼查等网站查询，公司目

前了解到，姓名为“朱明华”作为出资人或担任主要负责人的相关企

业如下： 

序号 公司 任职/出资人 
出资

比例 
备注 

1 常州煦沁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20%   

2 常州煦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20%   

3 常州煦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20%   

4 常州煦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20%   

5 常州煦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20%   

6 常州煦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20%   

7 常州煦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20%   

8 常州煦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20%   

9 常州煦汲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20%   

10 常州煦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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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 任职/出资人 
出资

比例 
备注 

11 上海奇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20% 
2018 年 7 月 12

日注销 

12 上海奇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20%   

13 上海奇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20%   

14 上海奇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20%   

15 上海奇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20%   

16 上海奇灏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20%   

17 上海鎏烜实业有限公司 股东 40% 
2017年 11月 15

日注销 

18 新余玫励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90%   

19 新余筱升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90%   

20 新余鎏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90%   

21 吉林省琚瑀经贸有限公司 股东 60% 
正在进行简易

注销公告 

根据以上工商登记信息以及朱明华与徐祯华的合作关系，公司认

为朱明华可能与“阜兴系”存在一定的关联。 

如证券监管部门需要公司协助调查相关情况、或在未来查实相关

情况，公司将积极、密切配合监管部门的工作，并依法、依规、及时

进行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十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