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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53          证券简称：龙建股份          编号：2018-093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参与设立黑龙江省

大正现代农业基金（有限合伙）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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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是“2016-077”、“2016-085”、“2018-046”号公告的后续进展

公告。 

 经公司执行董事会 2018 年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黑龙江省现代农业

基金（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已签署，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已完成办理。

公司将积极关注最新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投资情况概述 

2016 年，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黑龙江省

大正德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润投资”）、黑龙江省大正投

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投资集团”）和自然人左昕共同发起设

立黑龙江省大正现代农业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伙企业”）。

合伙企业总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40,400 万元，公司认缴人民币 3,000 万

元（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

“2016-077”号临时公告）。2016 年 8 月 9 日，各合伙人就上述事宜签

订了《黑龙江省现代农业基金（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协

议 20160809”）。2016年 8月 11日，合伙企业取得了哈尔滨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颁布的《营业执照》，正式成立（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6年 8月 1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2016-085”号临时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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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5月 24日，各合伙人就股东变更事项共同签订了《黑龙江省

现代农业基金（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20180524”）。

2018年 5月 28日，合伙企业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取得了哈尔滨市松

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新颁布的《营业执照》（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2018-046”号临时公告）。 

2018年 12月 21日，公司召开执行董事会 2018年第十七次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黑龙江省大正现代农业基金（有限合伙）签署

新合伙协议的议案》，同意原 B类有限合伙人、自然人左昕将其持有的部

分股权进行转让，公司放弃优先受让权。同意左昕将其持有的 10,000 万

元股权转让给平阳兆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兆

丰投资”），并与普通合伙人黑龙江省大正德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A类

有限合伙人黑龙江省大正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B类有限合伙人自然人

左昕、张强、刘廷瑜和新股东 C类有限合伙人兆丰投资签署新的《黑龙江

省现代农业基金（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及相关其他文件。 

二、投资进展情况 

合伙企业各合伙人认缴及截至目前的实缴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 

或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合伙人性质 

黑龙江省大正德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 211.76 普通合伙人 

黑龙江大正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00 20,000.00 A 类有限合伙人 

左昕 14,500 6,500.00 B 类有限合伙人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3,000 1,588.24 B 类有限合伙人 

张强 1,500 1,500.00 B 类有限合伙人 

刘廷瑜 1,000 1,000.00 B 类有限合伙人 

根据已签订的合伙协议，合伙企业可接纳新的有限合伙人入伙。原B

类有限合伙人、自然人左昕拟将其持有的部分股权进行转让，公司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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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均放弃优先受让权。拟受让股东基本情况如下： 

C类有限合伙人名称：平阳兆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26MA29AQM04E 

类    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南麂镇美龄宫（南麂柳成山庄522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鼎新联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王保

忠） 

成立日期：2018年2月2日 

合伙期限：2018年2月2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私募股权投资及投资咨询（以上项目除证券、期货）。（未

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

等金融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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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鼎新联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兆丰投资的普通合伙人，管理兆

丰投资。兆丰投资自2018年2月份成立以来，运营顺利，在筹融资及项目

投资方面，完全按照合伙协议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要求合规运

营。截至目前，兆丰投资尚未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兆丰投资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主要内容 

经各合伙人协商一致，就上述股东变更事项对“协议20180524”

进行修订，签署新的《黑龙江省现代农业基金（有限合伙）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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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并同意以本协议替代“协议20180524”。 

本协议已签署，修订主要内容如下： 

（一）自然人左昕股权转让后合伙企业各合伙人信息与出资情况

变更如下： 

姓名（名称） 证照号码 地址 认缴出资

额（万元） 

出资 

比例 

出资

方式 

缴付期

限 

合伙人

类型 

黑龙江省大正
德润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91230199MA18WY
PW4B 

哈尔滨市松北区
世茂大道 609号
金融担保大厦 

400 1% 货币 
2026年 8
月 10日 

普通合
伙人 

黑龙江省大正
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91230100702839
097A 

哈尔滨市松北区
世茂大道 609号
金融担保大厦 

20,000 49.5% 货币 
2026年 8
月 10日 

A类有
限合伙
人 

左昕 
23010219881120

0725 

哈尔滨市南岗区
人和街 43-2号 B1

栋 8楼 3户 
4,500 11.14% 货币 

2026年 8
月 10日 

B类有
限合伙
人 

龙建路桥股份
有限公司 

91230100606102
976R 

哈尔滨市南岗区
嵩山路 109号 

3,000 7.42% 货币 
2026年 8
月 10日 

B类有
限合伙
人 

张强 
23010319870111

0610 
哈尔滨市南岗区
北京街 31号平房 

1,500 3.71% 货币 
2026年 8
月 10日 

B类有
限合伙
人 

刘廷瑜 
23030219660623

4231 

哈尔滨市道里区
河松街 2号锦江
绿色家园 6栋 3
单元 602室 

1,000 2.48% 货币 
2026年 8
月 10日 

B类有
限合伙
人 

平阳兆丰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91330326MA29AQ
M04E 

浙江省温州市平
阳县南麂镇美龄
宫（南麂柳成山
庄 522室） 

10,000 24.75% 货币 
2026年 8
月 10日 

C类有
限合伙
人 

（二）兆丰投资以C类有限合伙人（新的合伙人类型）的身份加入

合伙企业，本协议针对C类有限合伙人对相关条款作出约定，变更后内

容如下： 

1、关于出资： 

首次交割后，各合伙人应根据普通合伙人发出的缴款通知缴付出

资并汇入指定的合伙企业账户。为免疑义，C类有限合伙人应根据普通

合伙人发出的缴款通知缴付出资，其缴付出资时间及比例可能与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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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其他合伙人存在差别。 

2、关于投资： 

各方同意，关于C类有限合伙人的出资，除根据本协议的相关约定支

付管理费等合伙费用外，仅投资普通合伙人和C类有限合伙人共同认可的

投资项目（“C类特别投资项目”），即C类有限合伙人的出资不参与合伙

企业除C类特别投资项目外其他项目投资，C类有限合伙人不参与该等其他

项目的收益分配，不分摊其他项目投资的投资成本，亦不分担其他项目的

亏损。  

经普通合伙人同意，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A类有限合伙人出资可随C

类有限合伙人共同投资于C类特别投资项目，但A类有限合伙人投资C类特

别投资项目的累计投资额不超过5,000万元。为免疑义，B类有限合伙人的

出资不投资于C类特别投资项目，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不参与C类特别投

资项目的收益分配，不分摊C类特别投资项目的投资成本，亦不分担C类特

别投资项目的亏损。 

3、关于现金分配： 

 合伙企业因项目投资产生的可分配现金，应在合伙企业收到相关款

项后90日内进行分配；因现金管理收益或其他收入产生的可分配现金，应

每半年分配，或根据普通合伙人的独立决定进行更频繁的分配。合伙企业

因C类特别投资项目外的其他项目投资产生的可分配现金，在参与该项目

的各合伙人之间按照其各自在该项目投资的投资成本中的实缴出资比例

进行分配，其中按照普通合伙人的分配比例计算的部分分配给普通合伙

人，其他每个有限合伙人按其分配比例分配的部分按照如下方式进行分



 

 6 

配： 

（1）首先，实缴出资分配：分配给该有限合伙人，直至其累计获得

的分配总额等于该有限合伙人的累计实缴出资额（其中，A类有限合伙人

获得的分配金额为A类有限合伙人除参与C类特别投资项目相关出资外的

其余累计实缴出资额）； 

（2）其次，3/7分成，3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70%分配给有限合伙人，

其中就分配给有限合伙人的70%的部分，在有限合伙人内部再按照如下分

配顺序进行分配： 

A、先在各有限合伙人之间按照其各自在该项目投资的投资成本中的

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直至参与该项目投资的有限合伙人取得就其累计

实缴出资额自相应出资的到账日起至该等金额被收回之日止，按照每年3%

的内部收益率实现回报（其中，A类有限合伙人获得的分配金额为，A类有

限合伙人除参与C类特别投资项目相关出资外的其余累计实缴出资额自相

应出资的到账日起至该等金额被收回之日止，按照每年3%的内部收益率实

现回报）； 

B、如有剩余，再在B类有限合伙人中按照其各自在该项目投资的投资

成本中的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为免疑义，普通合伙人基于前述第（2）项所取得的收益为“绩效分

成”。 

合伙企业因C类特别投资项目所产生的可分配现金，在参与该项目的

各合伙人之间按照其各自在该项目投资的投资成本中的实缴出资比例进

行分配。如仅C类有限合伙人参与C类特别投资项目，则所产生的可分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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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全部分配给C类有限合伙人。如C类有限合伙人、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

A类有限合伙人共同参与C类特别投资项目，则按照其各自在该项目投资的

投资成本中的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其中按照普通合伙人的分配比例计

算的部分分配给普通合伙人，按照A类有限合伙人及C类有限合伙人的分配

比例计算的部分共同按照如下方式进行分配： 

(1)首先，A类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分配：分配给A类有限合伙人，直

至其获得的分配总额等于A类有限合伙人参与C类特别投资项目的累计出

资额； 

(2)其次，C类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分配：分配给C类有限合伙人，直

至其获得的分配总额等于C类有限合伙人的累计实缴出资额； 

(3)第三，按照A类有限合伙人与C类有限合伙人参与该项目投资的投

资成本中的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其中，按照C类有限合伙人的分配比

例计算的部分分配给C类有限合伙人，按照A类有限合伙人的分配比例计算

的部分进一步按照如下方式进行分配： 

A、优先回报：分配给A类有限合伙人，直至A类有限合伙人取得其参

与C类特别投资项目的相应出资的到账日起至该等金额被收回之日止，按

照每年3%的内部收益率实现回报； 

B、收益分成：如有剩余，由普通合伙人、C类有限合伙人按照普通合

伙人30%、C类有限合伙人70%的比例进行分成。 

本协议内容除上述信息的更新及补充，其他内容与“协议20180524”

中表述一致，主要内容可参见公司已披露的“2016-085”号公告。 

四、合伙企业的工商登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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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21 日，合伙企业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取得了哈尔

滨市松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新颁布的《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99MA18YP3F10 

合伙企业名称：黑龙江省现代农业基金（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创新城创新创业广场

20号楼秀月街 178号 B407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黑龙江省大正德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刘

景辉） 

成立日期：2016年 8月 11日 

合伙期限：2016年 8月 11日至 2036年 8月 9日 

经营范围：以本合伙企业全部资金进行投资及相关投资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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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合伙企业的备案情况 

合伙企业已于 2017 年 3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

（备案编码 SN5553）。 

六、风险提示 

合伙企业收益受宏观经济、行业环境、投资标的等因素影响较大，因

此存在合伙企业无法达到预期收益的风险。公司将根据合作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

交易，公司与合伙企业不存在关联关系。 

特此公告。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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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2月 25日 

 报备文件 

1、龙建股份执行董事会 2018年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黑龙江省现代农业基金（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 

3、兆丰投资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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