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3590

证券简称：康辰药业

公告编号：临 2019-044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认购私募基金份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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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标的名称：南通元清本草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投资金额：3,000 万元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规定，本次对外投资在总裁审批权限范围
内，无需经过董事会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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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提示：本次投资无保本及最低收益承诺；合伙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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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15 日与北
京三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他合格投资者签署了《南通元清本草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出资 3,000 万元参与
南通元清本草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本基金”）。本基金目标
总规模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投资领域为医疗健康领域。
二、基金情况
（一）本基金基本情况

名称

南通元清本草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基金规模
主要经营场所
执行事务合伙人
成立日期
是否在基金业协会
完成备案登记

拟定人民币贰亿元
南通市苏通科技产业园区江成路 1088 号江成研发园 3 号楼（ZC）3832
室
北京三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刘千叶）
2017 年 12 月 06 日
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备案编码为 SCP089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创业投资、实业投资（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不得公
开交易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类产品，不得发放贷款，不得向投资者
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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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期限为六（6）年，自首次交割日起算。为实现合伙企业投资项目
的有序清算，经执行事务合伙人提出并经联合顾问委员会同意，执行
事务合伙人可延长合伙企业的经营期限二（2）次，每次不超过一（1）
年。此后，经执行事务合伙人提出并经持有合伙权益三分之二（2/3）
以上的有限合伙人同意，执行事务合伙人可再决定继续延长合伙企业
的经营期限。

（二）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
基金管理人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北京三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11101083355464274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1 号院 8 号楼 7 层 C702

法定代表人

刘千叶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5 年 04 月 09 日
股东姓名或名称

股权结构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比例

李军

200

20%

李青

200

20%

宋靖雁

300

30%

北京三益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300

30%

1,000

100%

合计
主要管理人员

刘千叶（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执行董事）、方宇（副总经理）、李
纬佳（合规风控、信息填报负责人）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
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
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
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9,844,346.51 元、净资产
为 4,633,076.52 元；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8,511,741.30 元、净利润
-301,405.51 元。

是否在基金业协会
完成备案登记

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
P1034564

（三）其他投资者情况
1、宁波御麒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宁波御麒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1330212MA293PEM2A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西路 88、76 号 B 幢 1 层 414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乘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冯倩茜）

成立日期

2017 年 08 月 23 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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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会公众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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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鸿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鸿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1330206MA293MBA79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二十一号办公楼 307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资乘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罗梦）

成立日期

2017 年 08 月 23 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实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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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会公众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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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深圳市盘古陆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深圳市盘古陆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91440300360104794R

类型

有限合伙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苑路东方科技大厦 18 楼 1806

执行事务合伙人
成立日期

君信达私募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委派代表：何昆鹏）
2016 年 02 月 26 日

4、南通三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南通三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91320600MA1R8ULG35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南通市苏通科技园区江成路 1088 号江成研发园内 3 号楼 3754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三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刘千叶）

成立日期

2017 年 09 月 29 日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实业投资。（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不得公开交易证
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不得发放贷款；不得从事融资性担保；不得
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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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南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南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13206007796977797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南通市崇川区崇文路 1 号启瑞广场 1 幢 3106 室

法定代表人

顾建国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

2005 年 09 月 20 日

经营范围

资本、资产、投资经营及产权管理；投融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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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南通新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南通新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91320600608308660E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南通市崇文路 1 号启瑞广场 1 幢 3103 室

法定代表人

王丽红

注册资本

130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

1994 年 12 月 20 日

经营范围

投资及咨询服务；新能源的技术开发、资源利用、经营管理。（不得
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不得
发放贷款；不得从事融资性担保；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
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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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东营元一元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东营元一元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1370500MA3NF2U36E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东二路 306 号 21 号楼明月湖基金中心 2023

执行事务合伙人

唐盈（宁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王婷）

成立日期

2018 年 10 月 26 日

经营范围

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及
相关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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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关联关系及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北京三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御麒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
波梅山保税港区鸿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盘古陆号股权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南通三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南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南通新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东营元一元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与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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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份。
（五）基金管理模式
北京三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基金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及管理人，
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其他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
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
（六）投资模式
（1）投资策略：本基金将投资于医疗健康领域的私募股权项目（包括在中
国设立或运营的或与中国有重要关联的未上市企业的股权或上市企业非公开发
行的股票或类似权益）。
（2）投资退出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合伙企业协助被投资企业在中国境内
或境外直接或间接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后出售部分或全部被投资企业或其关联上
市公司股票而退出；合伙企业直接出让部分或全部被投资企业股权、出资份额或
资产实现退出；及被投资企业解散、清算后，合伙企业就被投资企业的财产获得
分配。
（3）投资限制：合伙企业不得从事在证券交易市场买卖流通股股份等短期
套利或投机的交易行为，不得投资于期货及其他金融衍生品等。为免疑义，前述

交易行为不包括合伙企业从其所投资项目中退出时进行的证券交易、对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及各区域性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的公司的股权进行投资，以
及认购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的股份等在正常经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证券交易行为。
合伙企业不得主动投资于不动产或其他固定资产、动产。合伙企业资金不得用于
赞助、捐赠等支出。合伙企业不得挪用非自有资金进行投资，不得从事其他使合
伙企业承担无限责任的活动，不得从事适用法律和规范或有管辖权的监管部门禁
止合伙企业从事的其他投资行为，不得举借债务或对外提供担保。
（七）利润分配及亏损分担
合伙企业的利润和亏损均按照各位合伙人的实缴出资比例分担，但有限合伙
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
三、其他说明
本次公司参与投资合伙企业，不会导致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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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出资参与投资合伙企业，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
充分借助专业投资机构的专业资源与专业能力，实现公司产业资源、专业投资机
构资源和金融资本的良性互动，优化公司的产品战略布局，扩大投资领域，提高
优质资源获取与配置能力，优化产品结构，为公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核
心竞争力，提高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2、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无保本及最低收益承诺；合伙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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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后续投资进展及完成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亦可
能面临合伙企业投资标的选择不当、决策失误、投资失败及亏损等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合伙企业运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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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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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