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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大会的顺利进

行，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特制定本须知。 

一、 本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范意见》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做好召开股东大会的各项工作。 

二、 本公司设立股东大会秘书处，具体负责大会有关程序方面的事宜。 

三、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并采取现场、网络相结合的方式投票。 

四、 股东参加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同时也必须

认真履行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和扰乱会议秩序。 

五、 股东要求大会发言，请于会前十五分钟向大会秘书处登记，出示持股的有效证明，

填写《股东意见征询单》，登记发言的人数原则上以十人为限，超过十人时先安排持股数多的

前十位股东，发言顺序亦按持股数多的在先。 

六、 在股东大会召开过程中，股东临时要求发言的应向大会秘书处报名，并填写《股东

意见征询单》，经大会主持人许可后，始得发言。 

七、 股东在会议发言时，应当首先报告其所持的股份份额，并出具有效证明。每位股东

发言时间一般不超过五分钟。 

八、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

全体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在网络

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公司股东行使表决权时，如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九、 股东大会表决采用投票方式。股东以其所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除本须知或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票特别说明的情况外，出席现场会议

的股东在投票表决时，应在表决票每项议案下设的“同意”、“反对”、“弃权”三项中任选一

项，并以打“√”表示，未填、填错、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弃

权”。 

股东大会就选举两名以上董事（或监事）时采用累积投票制。即公司股东大会选举董事

（或监事）时，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每一股份拥有与该次股东大会拟选举董事或监事总人数相

等的投票权，股东拥有的投票权等于该股东持有股份数与应选董事或监事总人数的乘积。股东

既可以用所有投票权集中投票选举一名候选董事（或监事），也可以分散投票给数名候选董事

（或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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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的有关规定，公司不向参加本次会议

的股东发放礼品。 

十一、公司聘请律师出席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十二、根据监管部门的规定，公司不向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发放礼品，以维护其他广大股

东的利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五次股东大会（临时会议）文件 

4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八年第五次股东大会(临时会议) 

议     程 

时间：2018 年 12 月 28 日下午 13：30 

议程：    

一、 审议《关亍组建“复星消费与科技基金一期(暂定名)”的议案》； 

二、 审议《关亍收购上海星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三、 审议《关亍选举高敏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四、 审议《关亍选举谢佑平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五、 大会审议、现场表决； 

六、 宣读现场表决结果； 

七、 宣读《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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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八年第五次股东大会(临时会议) 

关于组建“复星消费与科技基金一期（暂定名）”的

议案 

 

各位股东： 

 

一、关联交易概述 

近年来,公司坚定践行“产业运营+产业投资”双轮驱动，秉承快

乐、时尚的理念，持续构建“快乐时尚产业+线下时尚地标+线上快乐

时尚家庭入口”的三位一体战略，逐步形成了面向新兴中产阶级消费

者，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众多产业。为进一步通过“产业运营+产业投

资”双轮驱动推进战略落地，公司拟联合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高科”）组建“复星消费与科技基金一期

（暂定名）”。本基金由复星高科全资子公司上海智盈担任基金产品

管理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锐世卓正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GP，指

普通合伙人）出资本基金总规模的1%，豫园股份下属企业（LP，指有

限合伙人,或简称“豫园有限合伙人”）出资3亿元，上海复星高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LP，指有限合伙人）出资0.762亿元，成立复星消

费与科技基金一期（暂定名），认缴额为3.8亿元。 

 

二、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由于复星高科是公司控股股东，公司与复星高科的实际控制人均

为郭广昌先生，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议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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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证所《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投资

构成本公司之关联交易。 

董事会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徐晓亮先生、龚平先生、

王基平先生、刘斌先生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五名董事（包括三名独

立董事）参与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李海歌女士、蒋义宏先生、王鸿祥先生对本次关联

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和事前认可书。公司审计与财务委员会发表意见。 

本议案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联方介绍 

1、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陈启宇 

注册资本： 480000.0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5年03月08日 

住所： 上海市曹杨路500号206室 

经营范围： 受复星国际有限公司和其所投资企业以及其关联企业的委

托，  为其提供投资经营管理和咨询服务、市场营销服务、财务管理

服务、技术支持和研究开发服务、信息服务、员工培训和管理服务、

承接本集团内部的共享服务及境外公司的服务外包。计算机领域的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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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星高科2017年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23,679,805.1万元，净资产总额

8,004,086.5 万元，营业收入4,496,000.5万元，净利润859,40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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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上海智盈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王基平 

注册资本： 5772.4822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9年08月31日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枣庄路669号218室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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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智盈2017年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58,196,026.16元，净资产总额

57,681,794.67元，净利润-37,096.68元。 

 

3、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锐世卓正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金华龙 

注册资本： 3000.0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8年01月05日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十八号办公楼1067室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管理及其相关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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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会公众投（融）

资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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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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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金设立的主要核心内容 

基金存续期： 

本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本合伙企业之存续期限为玖（9）年，从合伙企

业设立之日起计算。除非因本合同之约定而提前终止或解散。为确保

有序清算本合伙企业所有投资项目，经合伙人特别许可，普通合伙人

有权将存续期限延长 2 年；或根据本合同而缩短。根据适用法律，尽

管存续期限届满，本合伙企业仍将作为一家有限合伙企业而继续存

在，直至其依照本合同或适用法律被清算为止，但不得从事清算事务

以外的其他活动。 

本合伙企业的投资期.本合伙企业之投资期自首期出资日起，至以下情

形中先发生之日为止： 

(a) 首期出资日的第伍（5）个周年日； 

(b) 认缴出资总额（违约合伙人之认缴出资除外）在为如下目的

做出任何合理预留之后已全额实际使用： 

(i) 支付至存续期限届满所需的合伙企业营运费用； 

(ii) 为已作出有明确法律约束力之投资承诺的投资项目或追

加投资而预留的投资成本，但该承诺投资或追加投资应

当最晚不迟于首期出资日的第伍（5）个周年日前完成，

且承诺投资和追加投资金额两项合计不高于认缴出资总

额的 10%； 

(c) 根据本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而提前终止。 

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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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出资. 

本 合 伙 企 业 的 目 标 认 缴 出 资 总 额 为 人 民 币 叁 亿 捌 仟 万 圆 整

(380,000,000 元)（“目标认缴出资总额”）。普通合伙人有权决定本合

伙企业的最终认缴出资总额，但超募金额（指本合伙企业的最终认缴

出资总额超过目标认缴出资总额的金额）最高为人民币壹拾壹亿贰仟

万元（1,120,000,000 元）整（最高募集限额为人民币 [壹拾伍亿

（1,500,000,000）]元）。 

 

基金投向： 

具体投资领域为：以快乐时尚消费、移动互联网、高科技为主线，发

挥早期项目投资的灵活性，包括且不限于以下子板块：零售商业、服

饰鞋包、美容美妆、体育健身、家居家装、母婴消费、教育培训、智

能硬件、为新零售等垂直产业提供信息技术服务商的大数据、人工智

能、企业服务公司。目标是寻找高成长性、潜在独角兽，也帮助[豫园

有限合伙人]潜在拓展业务边界。 

具体投资阶段为：以天使、pre-A、A、B 轮为主，及有协同价值的 C

轮以后项目的跟投，基金本身不进行并购类投资，[豫园有限合伙人]关

联方及其指定的主体享有基金所投项目并购优先权，被投项目成长到

潜在被并购规模后，可由[豫园有限合伙人]关联方及其指定的主体进行

收购。 

 

GP/LP 的组成： 

名称或姓名 认缴出资金额 认缴出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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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宁波梅山保

税港区锐世卓正创

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3,800,000 1.000% 

LP：[豫园有限合

伙人] 
300,000,000 78.95% 

LP：上海复星高科

技（集团）有限公

司 

76,200,000 20.05% 

合计 380,000,000 100.000% 

 

 

出资期限、出资方式：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在投资期内通知各合伙人分期缴付出

资额，各合伙人按照下述规定分期缴纳。 

(a) “首期出资”：各合伙人首期出资比例为其认缴出资总额的

[30]%即人民币壹亿壹仟肆佰万元整(114,000,000 元)。 

[ 豫园有限合伙人 ] 的首期出资额为人民币玖仟万元整

(90,000,000 元)，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复星

高科”）的首期出资额为人民币贰仟贰佰捌拾陆万元整

(22,860,000 元)，普通合伙人的首期出资额为人民币壹佰壹

拾肆万元整(1,140,000 元)；上述各合伙人的首期出资应在

本协议生效后基金管理人发出首期出资通知之日起贰拾

（20）个工作日内或根据基金管理人发出的出资通知所另行

指定的更迟的付款到帐日期一次性缴付至基金管理人指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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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基金名义开立的账户。 

为免疑义，除非普通合伙人同意，有限合伙人不晚于本协议

签署后[三个月]内支付首期出资。 

(b) “后续出资”：各合伙人后续出资分两次，出资比例为认缴出

资总额的 70%即人民币贰亿陆仟陆佰万元整(266,000,000

元)。 

各合伙人认缴出资额中 40%出资额即人民币壹亿伍仟贰佰万

元整(152,000,000 元)（以下简称“第二期出资额”）的缴纳应

在合伙企业对外投资金额以及合伙企业支出的金额之和达到

首期出资 70% （含）（人民币柒仟玖佰捌拾万元整

(79,800,000 元)）以上时，且以基金管理人向各合伙人发出

出资通知为准。该出资通知应由基金管理人在通知规定的出

资日期前至少贰拾（20）个工作日送达各合伙人。其中[豫

园有限合伙人 ]的第二期出资额为人民币壹亿贰仟万元整

(120,000,000 元)，复星高科的第二期出资额为人民币叁仟

零肆拾捌万元整(30,480,000 元)，普通合伙人的第二期出资

额为人民币壹佰伍拾贰万元整(1,520,000 元)。 

 

各合伙人认缴出资额中 30%出资额即人民币壹亿壹仟肆佰万

元整(114,000,000 元)（以下简称“第三期出资额”）的缴纳应

在合伙企业对外投资金额以及合伙企业支出的金额之和达到

首期出资额的 100%和第二期出资额 70%（含）（人民币贰

亿贰仟零肆拾万元整(220,400,000 元)）以上时，且以基金

管理人向各合伙人发出出资通知为准。该出资通知应由基金

管理人在通知规定的出资日期前至少贰拾（20）个工作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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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各合伙人。其中[豫园有限合伙人]的第三期出资额为人民

币玖仟万元整(90,000,000 元)，复星高科的第三期出资额为

人民币贰仟贰佰捌拾陆万元整(22,860,000 元)，普通合伙人

的第三期出资额为人民币壹佰壹拾肆万元整 (1,140,000

元)。 

基金管理人可全权决定签发出资通知且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签发该等出

资通知，各合伙人应按照出资通知中规定的出资金额和出资日期出

资。（为免歧义，就普通合伙人的出资部分，普通合伙人无需承担基

金管理费）。 

 

收益分配及 Carry 的收取： 

投资收益之分配.合伙企业取得的可分配收入，按照各合伙人的实缴出

资比例在合伙人间按以下顺序进行分配： 

(a) 现金分配： 

(i) 返还有限合伙人之累计实缴资本.返还截止到分配时点有限

合伙人的累计实缴资本，包括但不限于(a)截至该时点所有

投资项目的投资成本；(b)包括筹建费用和合伙企业营运费

用在内的所有已发生费用，直至各有限合伙人均收回其实

缴资本； 

(ii) 返还普通合伙人之累计实缴资本.返还截止到分配时点普通

合伙人的累计实缴资本，包括但不限于(a)截至该时点所有

投资项目的投资成本；(b)包括筹建费用和合伙企业营运费

用在内的所有已发生费用，直至普通合伙人收回其实缴资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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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支付优先回报. 在返还截止到该分配时点该合伙人的累计

实缴资本后，100%向有限合伙人进行分配，直至有限合

伙人就该累计实缴资本实现按照 8%的年度复合利率计算

（从每次付款通知之到账日期起算到分配时点为止）而得

到的内部收益（该项分配称为“优先回报”）； 

(iv) 弥补普通合伙人回报.如支付优先回报后仍有余额，则应

100%向普通合伙人支付，直至达到（优先回报/80%）×

20%的回报； 

(v) 80/20 分配.以上分配之后的余额的 80%归于有限合伙人，

按其出资比例进行分配，20%归于普通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根据以上第(iv)及(v)所得分配称为“绩效分成”。如果处置

某投资项目所得的可分配收入不足以全额支付以上(i)或(iii)，则在合

伙人间按照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管理费： 

5 年投资期（无论投资期是否提前终止，均按照 5 年时间计算管理

费）：年度管理费总额为每一有限合伙人收费时点认缴出资的 2%计算

而得的总额。 

 

主要决策机制（投决会、顾委会）： 

投决会：本合伙企业设投资决策委员会，由普通合伙人委派的人士及

有限合伙人委派的人士组成，其中普通合伙人委派伍（5）名，有限合

伙人委派两（2）名，组成人员共柒（7）人。如后续有新有限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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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基金，则各合伙人再协商确认投资决策委员会人数及成员。 

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对普通合伙人投资团队提交的投资项目进行审议

并作出决定，任何投资项目之投资及退出决定须经投资决策委员会成

员的 50%以上表决通过。投资决策委员会可下设专项委员会，针对不

同投资领域项目进行首轮投决。 

顾委会：本合伙企业设顾问委员会，应在首期出资日后的合理时间内

组建完成。顾问委员会人数设置为叁（3）人，按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

额从高到低的原则各自委派壹（1）名代表组成，若有限合伙人不足叁

（3）个，则认缴出资额最高的有限合伙人有权委派两（2）名代表。

主席由认缴出资数额最多的有限合伙人指定的成员担任，每位委员任

期叁（3）年，除非（i）提前叁拾（30）个自然日书面通知普通合伙

人而辞职；（ii）应该委员所代表之有限合伙人之建议而被更换；（iii）

死亡；或（iv）因发生如下情形而被视为自动除名：(a)委派该委员之

有限合伙人成为违约合伙人；(b)委派该委员之有限合伙人将其 50%以

上合伙权益转让给非其关联人士的第三人。 

参加顾问委员会会议的最低人数不得低于拥有表决权的委员人数的三

分之二，顾问委员会委员以电话或类似方式参加会议视为有效，顾问

委员会的表决实行委员一人一票，任何决议须经二分之一以上的委员

表决通过。 

顾问委员会的权限：顾问委员会对合伙协议有关事项向普通合伙人提

出建议。 

 

五、 关联交易（投资）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投资）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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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深入，公司顺应国民经济“新常

态”、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公司践行“产业运营+产

业投资”双轮驱动，秉承快乐、时尚的理念，持续构建“快乐时尚产业+

线下时尚地标+线上快乐时尚家庭入口”的三位一体战略，逐步形成了

面向新兴中产阶级消费者，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众多产业。本次基金

设立正是坚持公司既定发展战略，在快乐时尚消费主题下，以豫园股

份生态圈投资为主线，涵盖大消费各细分行业，重点关注和豫园股份

有明显协同价值的企业，通过进一步投资收购获取服务中国新生代消

费阶层的优质资源，进一步丰富、充实快乐时尚版图中的战略性品牌

及产品资源。 

        公司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二)关联交易（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而发生改变，也不会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

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 

 

（三）其他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及相关职能部门具体操办基金设

立以及后续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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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

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与该议案关联的股东将回避表决。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二 O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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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八年第五次股东大会(临时会议) 

关于收购上海星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一）概述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

司”或“豫园股份”）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闵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闵光房产”）拟以人民币7.939亿元投资收购上海

星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珏投资”）100%股权。芜湖

星浩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芜湖星衡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芜湖星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芜湖星耀股权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以下分别简称“芜湖星浩”“芜湖星衡”“芜湖

星望”  “芜湖星耀”）分别持有星珏投资 30.8%、21.69%、

8.86%、38.65%股权。星浩（芜湖）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星浩投资管理”）分别为芜湖星浩、芜湖星衡、芜湖

星望、芜湖星耀的GP（即普通合伙人）。浙江复星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复星商业”）为芜湖星浩、芜湖星耀的LP（即有限

合伙人）。 

上海星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星浩”）持有星浩投

资管理100%股权, 复星商业持有上海星浩61.22%股权。豫园股份与

复星商业的控股股东均为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议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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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复星高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

下简称“《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与星浩投资管理、复星商

业构成关联法人，本次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由于复星高科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且同时为复星商业的控股

股东。根据《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与星浩投资管理、复星商业

构成关联法人，本次投资构成本公司之关联交易。 

董事会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徐晓亮先生、龚平先

生、王基平先生、刘斌先生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五名董事（包括

三名独立董事）参与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李海歌女士、蒋义宏先生、王鸿祥先生对本次关

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和事前认可书。公司审计与财务委员会发表意

见。 

根据《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及《上

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此项交易尚须

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

决。 

 

二、 交易对方介绍 

1、芜湖星浩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7594257312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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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星浩（芜湖）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期限自： 2012年03月30日 

合伙期限至： 2020年03月29日 

成立日期： 2012年03月30日 

主要经营场所： 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创新路8号鸠江经济开发

区服务中心3#楼302室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投资管

理、投资咨询 

芜湖星浩的主要合伙人名册：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出资方

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

例

（%） 

上海泰豪智能节能技术有限公

司 
货币 5000 8.62% 

浙江复星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货币 19009.1659 32.78% 

杭州余杭远大实业有限公司 货币 6000 10.35% 

星浩（芜湖）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货币 579.8906 1.00% 

 

2、芜湖星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2075942573475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星浩（芜湖）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期限自： 2012年03月29日 

合伙期限至： 2020年03月28日 

成立日期： 2012年0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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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营场所： 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创新路8号鸠江经济开发

区服务中心3号楼303室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投资管

理、投资咨询 

芜湖星望的主要合伙人名册：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出资方

式 

认缴出资

额（万

元） 

出资比

例

（%） 

上海石破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货币 7300 35.26% 

上海秦石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货币 6900 33.33% 

星浩（芜湖）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货币 207.0163 1.00% 

 

3、芜湖星衡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207594257267H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星浩（芜湖）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期限自： 2012年03月29日 

合伙期限至： 2020年03月28日 

成立日期： 2012年03月29日 

主要经营场所： 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创新路8号鸠江经济开发

区服务中心3#楼304室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投资管

理、投资咨询 

芜湖星衡的主要合伙人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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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出资

方式 

认缴出资

额（万

元） 

出资比

例

（%） 

安徽东向发展创新投资有限公

司 
货币 4350 12.45% 

卢凯斌 货币 5050 14.45% 

上海润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货币 5000 14.31% 

星浩（芜湖）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货币 349.4949 1.00% 

 

4、芜湖星耀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207595719048R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星浩（芜湖）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期限自： 2012年05月07日 

合伙期限至： 2020年05月06日 

成立日期： 2012年05月07日 

主要经营场所： 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创新路8号鸠江经济开发

区服务中心3#楼305室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投资管

理、投资咨询。 

芜湖星耀的主要合伙人名册：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出资

方式 

认缴出资

额（万

元） 

出资比

例（%） 

上海泰茂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货币 30700 4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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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复星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货币 9104.8214 13.40% 

亚东乐仁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货币 10000 14.72% 

星浩（芜湖）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货币 679.5133 1.00% 

 

三、 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星浩投资管理分别为芜湖星浩、芜湖星衡、芜湖星望、芜湖星

耀的GP（即普通合伙人），复星商业为芜湖星浩、芜湖星耀的LP

（即有限合伙人）。公司与复星商业的控股股东均为复星高科。根

据《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与星浩投资管理、复星商业构成关联

法人，本次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星浩（芜湖）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75901773668 

法定代表人：赵汉忠 

注册资本：2000万 

成立日期：2012年02月14日 

住所：安徽省芜湖市鸠江经济开发区创新路8号鸠江经济开发

区服务中心3#301室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投资咨询，商务信息咨询，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账），会展

服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前置许可的除外）。 

星浩投资管理2017年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385,429,907.6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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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总额140,869,038.81元，营业收入13,776,749.30元，净利

润10,266,574.76元。 

 

2、浙江复星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000673852814A 

法定代表人： 徐晓亮 

注册资本： 1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8年03月20日 

住所： 浙江省台州市东环大道518号五联大厦三层315室-32 

经营范围： 日用百货销售、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允许的投

资业务，社会经济咨询。 

复星商业2017年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1,870,409.13 万元，净

资产总额153,765.38 万元，营业收入1,034.67 万元，净利润

139,626.39 万元。 

 

四、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星珏投资100%股权 

（二）交易标的公司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上海星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8596454061C 

法定代表人： 赵汉忠 

注册资本： 2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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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12年05月25日 

住所： 华康路98号一层西北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商务

信息咨询，会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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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珏投资2017年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2,777,959,003元，净资产

总额857,444,753元，净利润75,838,330元。2018年1-8月经审计的

资产总额为2,940,440,798元，净资产总额926,270,087元，净利润

68,825,334元。（合并报表口径） 

此次交易前, 星珏投资的股东情况: 

 
注册资本（元） 比例 

芜湖星耀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7,300,000 38.65% 

芜湖星浩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1,600,000 30.80% 

芜湖星衡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3,380,000 21.69% 

芜湖星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7,720,000 8.86% 

合计 200,000,000 100.00% 

 

2.星珏投资主要对外投资情况 

星珏投资长期股权投资具体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 

1 
上海馨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详见注释） 
100 

2 

苏州星浩房地产发展有限公

司 

（苏州项目 ） 

60 

3 
泉州星泽投资有限公司 

（泉州项目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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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海馨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上海星耀房地产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星耀”）50%股权，真如项目为上海星耀的

开发项目。上海星耀剩余50%股权由豫园股份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

份购入并持有。  

（1） 上海馨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85903997786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赵汉忠 

注册资本： 95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2年02月15日 

住所： 上海市闸北区恒丰路218号702-丁室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投资咨询，商务信息咨询，

会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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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如项目基本情况：本项目处于上海内中环间，区域内地铁7号

及11号线已贯通。其中11号线真如站与上海西站至本项目约500

米。未来区域内还将建设14、15、16号地铁线并形成浦西重要

交通枢纽之一，整个区域将着力打造成国际化商务总部基地、

上海新兴金融聚集区，成为上海市重量级的现代商务与消费中

心。项目总占地面积约6.93万㎡ ，总计容建筑面积约20万㎡。 

 

（2） 苏州星浩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805661284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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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唐学明  

注册资本： 2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2年11月02日 

住所： 苏州市金阊新城金储街288号物流服务大厦8楼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经销策划；房地产开发项

目管理；房地产投资咨询；房屋及装饰装潢设计；物业管理；

商业策划咨询；市场营销咨询；设计咨询；造价咨询；建设工

程咨询；不动产资产咨询；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给排

水材料及配件、电气设备；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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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星浩股东情况： 

序号 投资单位名称 
持股比例

（%） 

1 上海星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0 

2 苏州沪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 

 

苏州项目基本情况：项目所处的金阊新城，以其高起点的规

划、良好的区位优势，已形成集居住、商务商贸、现代服务业

等三大功能的苏州市最具发展潜力的版块之一。地块距苏州市

政府约6公里，苏州市石路商业中心约6公里，毗邻吴中第一名

胜——虎丘景区。周边配备金阊实验小学、景范中学、苏州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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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重点教育资源，交通便捷。项目总占地面积约17.45万㎡，

总计容建筑面积约52.35万㎡。 

 

（3） 泉州星泽投资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500079796258Q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唐学明 

注册资本： 5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3年10月24日 

住所： 泉州市丰泽区宝洲路中段南侧泉州浦西万达广场商业综

合体3号建筑SOHO写字楼B塔B1518 

经营范围： 对房地产业的投资及管理；投资咨询、商务信息咨

询（不含证券、期货、金融咨询及其它需经前置许可的项

目）；会展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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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州星泽股东情况： 

序号 投资单位名称 
持股比例

（%） 

1 上海星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5 

2 上海星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5 

3 泉州星瀚投资有限公司 30 

 

泉州项目基本情况：泉州市是海西经济区的核心城市，福建省

的经济龙头。泉州项目地块位于泉州市重点打造的东部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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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至迎晖路，西北至安吉路，西南至青莲街，东北至通源

街，3公里半径内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居住及商业商务氛围，是目

前泉州市重点新建区域中发展最快的片区。依托城东片区大型

体育、医疗设施及教育配套，本项目意欲打造片区商业、居住

及总部经济中心。项目总占地面积约12万㎡，总计容建筑面积

约55万㎡。 

 

（4） 截止目前，星珏投资三个项目公司未售物业情况： 

项目  物业类型  未售面积（m2）  

真如项目 

SOHO办公  19,473 

总部办公  18,794 

甲写办公 58,416 

商业  27,556 

苏州项目 

办公  108,496 

街商  7,903 

集中商业  60,318 

泉州项目 

办公  39,317 

街商  26,647 

酒店  40,021 

甲写 60,061 

集中商业  99,842 

 

 

2. 星珏投资审计情况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按照中国注册

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审计了星珏投资财务报表，包括2017年12月

31日及2018年8月31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17年度及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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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31日止8个月期间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所有者权益变动

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报告号为

“安永华明(2018)专字第61230980_B14号”。截至2018年8月31日，

经审计后的星珏投资资产总额为2,940,440,798元，负债总额为

2,014,170,711元，所有者权益为926,270,087元(合并口径)。2018

年1-8月的净利润为68,825,334元。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上海分所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3. 星珏投资股权估值情况 

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本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采用资产基础法及收益

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本公司拟收购上海星珏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股权所涉及的上海星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在

2018 年 8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出具了《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上海星珏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股权所涉及的上海星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评估报告》（沪众评报字（2018）第 0625 号）。上海众华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本次评估选取资产基础法作为评估结论。具体评估结论如下：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以 2018 年 8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在假

设条件成立的前提下，上海星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资产评估值为

2,851,280,644.97 元，负债评估值为 2,014,170,710.77 元，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837,109,934.20 元，大写人民币：捌亿叁

仟 柒 佰 壹 拾 万 零 玖 仟 玖 佰 叁 拾 肆 元 贰 角 整 。 评 估 增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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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31,556.36 元，增值率 1.84%。 

（三）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原则和方法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资产经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关联交易

价格按照市场化原则，由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拟定。 

（四）关联交易（投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深入，公司顺应国民经济

“新常态”、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公司践行

“产业运营+产业投资”双轮驱动，秉承快乐、时尚的理念，持续

构建“快乐时尚产业+线下时尚地标+线上快乐时尚家庭入口”的三

位一体战略，逐步形成了面向新兴中产阶级消费者，具有独特竞争

优势的众多产业。 

公司于今年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以地产承载城市复合功能、活

力社区的理念，持续打造“蜂巢城市”业务。蜂巢城市集聚产业资

源、引入全球内容，成为构建快乐时尚产业集群的重要支撑。通过

此次交易，公司持有的上海星耀（真如项目）股权比例由50%上升

至100%，同时，也将新增苏州项目、泉州项目，进一步扩充储备线

下时尚地标，持续打造 “蜂巢城市”复合功能地产业务。 

公司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五、 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股权转让协议(“本协议”)由以下各方在上海市黄浦区签署： 

(1) 芜湖星浩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芜湖星浩”)，其

注册地址位于安徽省芜湖市鸠江经济开发区创新路8号鸠江经济开

发区服务中心3#301室，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星浩（芜湖）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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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芜湖星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芜湖星望”)，其

注册地址位于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创新路8号鸠江经济开发区服务

中心3号楼303室，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星浩（芜湖）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3) 芜湖星耀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芜湖星耀”)，其

注册地址位于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创新路8号鸠江经济开发区服务

中心3#楼305室，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星浩（芜湖）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4) 芜湖星衡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芜湖星衡”)，其

注册地址位于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创新路8号鸠江经济开发区服务

中心3#楼304室，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星浩（芜湖）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5) 上海闵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受让方”），其注册地址

位于上海市闵行区联航路1505弄5号212室，法定代表人为茅向华； 

(6) 上海星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目标公司”），其注册地址位

于华康路98号一层西北，法定代表人为赵汉忠。 

(芜湖星浩、芜湖星望、芜湖星耀、芜湖星衡以下合称“转让方”) 

2 转让标的 

2.1 芜湖星浩、芜湖星望、芜湖星耀、芜湖星衡同意将其分别

持有的目标公司30.8%、8.86%、38.65%、21.69%之股权（合称“标

的股权”），合计对应目标公司人民币20000万元（大写：贰亿元

整）之注册资本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同意受让标的股权。本次转

让后，受让方成为目标公司的唯一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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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转让方同意出售而受让方同意购买标的股权，包括标的股

权项下所有附带权益及权利，且上述股权未设定任何（包括但不限

于）留置权、抵押权及其他第三者权益或主张。 

 

3 股权转让价格 

3.1 各方确认并同意，芜湖星浩将所持有目标公司30.80％股权

转让给受让方，股权转让价款为25,425.7471万元人民币（大写：

贰亿伍仟肆佰贰拾伍万柒仟肆佰柒拾壹元整）；芜湖星望将所持有

目标公司8.86％股权转让给受让方，股权转让价款为8,575.2460万

元人民币（大写：捌仟伍佰柒拾伍万贰仟肆佰陆拾元整）；芜湖星

耀将所持有目标公司38.65％股权转让给受让方，股权转让价款为

29,579.1668万元人民币（大写：贰亿玖仟伍佰柒玖万壹仟陆佰陆

拾捌元整）；芜湖星衡将所持有目标公司21.69％股权转让给受让

方，股权转让价款为15,809.8401万元人民币（大写：壹亿伍仟捌

佰零玖万捌仟肆佰零壹元整）。 

3.2 截止本协议签署之日，转让方尚对目标公司存在以下债

务： 

转让方 金额（单位：万元） 

芜湖星浩 13,634.9242 

芜湖星望 5,049.7331 

芜湖星耀 21,198.9651 

芜湖星衡 8,827.6013 

各方同意，上述债务将在第2.1条之价款中作相应抵扣，

抵扣后，受让方应按下表所列金额向各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

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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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款方 实际支付金额（单位：万元） 

芜湖星浩 11,790.8229 

芜湖星望 3,525.5129 

芜湖星耀 8,380.2017 

芜湖星衡 6,982.2388 

 

4 先决条件 

当且仅当下列各项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或得到全部其他方书面豁

免时，方可进行本次股权转让： 

1) 目标公司股东会已有效通过所有必要的决议，该等决议包括但不

限于批准本次股权转让等的决议； 

2) 目标公司已获得所有相关金融机构对于本次股权转让的审批批

准； 

3) 芜湖星浩、芜湖星望、芜湖星耀、芜湖星衡已有效通过所有必要

的决议，包括但不限于获得咨询委员会对于关联交易的审批等； 

4)   受让方已有效通过所有必要的决议，包括但不限于董事会审

批、股东大会审批等； 

5)   本协议拟议交易所必需的所有政府批准均应已适当获得并继

续充分有效，且不存在任何由政府部门发出的禁止、限制或对本协

议拟议交易附加条件的禁令或决定； 

6)   本协议各方已获得任何相关的第三方（因协议或合作关系）

对本次股权转让的批准（如有）。 

转让方应在受让方要求的时限内提供其已满足先决条件的证明。 

14 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 

14.1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由本协议产生及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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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之纠纷的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法律（不含港澳台之法

律）。 

14.2 双方因本协议的签订、履行而产生的任何问题、争议或分

歧(“争议”)，首先通过磋商加以解决。如果有关争议不能在争议发

生之日起三十(30)天内磋商解决的，则该争议应提交本协议上海仲裁

委员会以仲裁方式解决。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尚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与该议案关联的股东将回避表决。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二 O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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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八年第五次股东大会(临时会议) 

关于选举高敏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由 11 名董事组成，其

中独立董事 4 名”的规定，由公司董事会提名及社会遴选，经公司董

事会提名与人力资源委员会审核，同意高敏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候选人，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 

获得提名的董事候选人，公司均已征求其本人意见并获得其同意

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同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董事选任与行为指引》，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均不存在

《指引》第十条规定的情况。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本议

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二 O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议案三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五次股东大会（临时会议）文件 

37 

 

 

附：高敏先生简历 

 

 

高敏：男，1973年出生，硕士。2007年 3月至 2015年 4月担任复

地集团副总裁兼集团人力资源中心总经理，2015年 4月至 2015年

10月担任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兼人力资源

部联席总经理。2015年 10月至 2018年 9月担任上海豫园旅游商

城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复星国际(证券代码 00656)总裁高级

助理，联席 CHO。并出任招金矿业(证券代码 01818)非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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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八年第五次股东大会(临时会议) 

关于选举谢佑平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由 11 名董事组成，其

中独立董事 4 名”的规定，由公司董事会提名及社会遴选，经公司董

事会提名与人力资源委员会审核，同意谢佑平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

人，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 

获得提名的董事候选人，公司均已征求其本人意见并获得其同意

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同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董事选任与行为指引》，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均不存在

《指引》第十条规定的情况。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本议

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二 O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议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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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谢佑平先生简历 

 

 

谢佑平：男，1964年 9月生，法学博士，教授，一级律师，博士

生导师。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教

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上海市领军人才，上海市司法智库顾问，上

海市律师公证员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昌言律师(上海)事务所

执行主任。1988年至 2001年，先后任西南政法大学助教、讲师、

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诉讼法教研室主任。2001年至 2015

年，任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司法与诉讼制度研究中

心主任。2015年至今，任湖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

术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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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股  东  意   见  征  询  单 

      

股东姓名   股东帐号   电话   

地   址       邮编   

股东意见或建议：         

        

        

        

        

        

        

        

    股东签名：   

          2018年 12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