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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94          证券简称：*ST 凡谷       公告编号：2019-080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产业投资基金对外投资设立子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产业投资基金概述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4 月

12 日和 2019 年 4 月 24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和 2018 年

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

意公司与深圳市恒信华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信华业”）

合作成立产业投资基金——平潭华业聚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3 日、2019 年 4 月 25 日在《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有关公告。 

2019 年 5 月 16 日，上述产业投资基金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名称为平潭

华业聚焦二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业聚焦”）；2019 年

6 月 19 日，华业聚焦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了备案手续，并取得

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备案编码：SGS358。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21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有关公告。 

二、对外投资设立子基金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华业聚焦通知，根据发展需要，其与湖南高新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深圳市恒信华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浏阳高创投资有限公司、

东莞市联景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嘉鼎创业投资（平潭）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

同发起设立了长沙华业高创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子

基金”），子基金规模为 20,000 万元人民币。截至目前，子基金已完成工商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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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手续，取得了由浏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并且按照《证券投

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了备案手续，取得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具体情

况如下： 

（一）子基金工商登记信息 

1、名称：长沙华业高创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81MA4QHXF49E 

3、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成立日期：2019 年 6 月 3 日 

5、合伙期限：2019 年 6 月 3 日至 2027 年 6 月 2 日 

6、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恒信华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

表：陈永根） 

7、主要经营场所：浏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永泰路创新创业园 A1 栋 

8、经营范围：从事非上市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咨询服务（不得从事吸收

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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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子基金备案信息 

基金名称：长沙华业高创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管理人名称：湖南高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2019 年 7 月 15 日 

备案编码：SGU878 

三、子基金合伙人的基本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2人） 

名称 湖南高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000570273983P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刘晓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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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11年3月10日 

住所 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二段168-1号摩天大厦1844 

经营范围 企业购并、重组及其他资本运营等项目的咨询、管理、培

育、推介；以自有资产进行股权投资、受托管理投资及相

关咨询服务（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

发行票据、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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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深圳市恒信华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19596774K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吴昊 

成立日期 2014年10月29日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募集及发行 

基金、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及发行基金管理业务）；股权投

资；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财务管理咨询（以上不含

限制项目）；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二）有限合伙人（4人） 

名称 平潭华业聚焦二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128MA32T25J55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市恒信华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乔

爱英） 

成立日期 2019年5月16日 

住所 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湾片区商务营运中心6号楼5层511室

-1435 

 

经营范围 

依法从事对非公开交易的企业股权进行投资以及相关咨

询服务（以上经营范围均不含金融、证券、期货及财务相

关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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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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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浏阳高创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81MA4PEYAN8Y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8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刘铁军 

成立日期 2018年3月22日 

住所 浏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永阳路1号 

 

 

 

经营范围 

产业投资；项目投资；股权投资；实业投资；创业投资；

风险投资；企业财务咨询服务（不含金融、证券、期货

咨询）；投资咨询（不含金融、证券、期货）；资产管

理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服务；经济
与商务咨询服务。（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

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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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东莞市联景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900730465264A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袁德宗 

成立日期 2001年7月20日 

住所 东莞市东城区下桥银丰路侨苑山庄C座2楼 

经营范围 实业、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投资咨询，自有房屋租赁，物

业管理。 

 

名称 嘉鼎创业投资（平潭）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128MA2YYB5GXF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高坤 

成立日期 2017年12月5日 

住所 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湾片区商务营运中心6号楼5层511室

-206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

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

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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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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合伙人及出资比例 

各合伙人全部以现金形式出资，认购币种为人民币。具体认缴出资数额、比

例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比例（%） 

1 湖南高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00 5.5 

2 深圳市恒信华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100 0.5 

3 平潭华业聚焦二号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8,400 42 

4 浏阳高创投资有限公司 6,800 34 

5 东莞市联景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600 13 

6 嘉鼎创业投资（平潭）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000 5 

合计 20,000 100 

（四）上述合伙人与公司关联关系说明 

1、平潭华业战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华业战略”）、平潭华业

价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华业价值”）各持有公司 9.5%股权，恒

信华业为华业战略、华业价值的基金管理人，为公司之关联方，同公司存在关联

关系。 

2、华业聚焦系公司与关联方恒信华业共同合作设立的产业投资基金。 

3、上述其他合伙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公

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四、设立子基金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1、华业聚焦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基金设立的目的和公司发展战略目标，属于

其正常投资经营行为。新设立的子基金主要对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中的具

备良好投资价值的相关公司进行股权投资，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对公司本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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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设立的子基金在后续投资运作中，将受产业政策、行业发展、市场 

环境、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具有一定的政策风险、市场风险、运营风险和

投资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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