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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55              证券简称：三七互娱           公告编号：2018-090 

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拟参与投资及受让淮安三七易简泛娱        

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份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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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概述 

1、前次对外投资情况 

为充分发挥产业资本之优势，继续推进基于精品 IP 的文创战略目标，芜湖顺荣三七互

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三七互娱”）于 2016 年 9

月 2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淮安三七泛娱资产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合伙份额并增资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西藏泰富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西藏泰富”）出资 4,000 万元作为并购基金之有限合伙人，广东易简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简投资”）出资 1 万元担任并购基金之普通合伙人，淮安三七泛娱

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名称亦随之变更为淮安三七易简泛娱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三七易简合伙”），并购基金将围绕三七互娱的战略目标，专注于文化传媒类

行业的股权投资。 

2016 年 12 月 26 日，三七易简合伙之普通合伙人易简投资、有限合伙人西藏泰富及华

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信托”）三方签署《淮安三七易简泛娱资产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根据协议，三七易简合伙将按照有限合伙人投资资金的投入以

及收益分配方式的差异，将有限合伙人分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以及劣后级有限合伙人，并购

基金引入华润信托作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额 15,383 万元，西藏泰富作为劣后级

有限合伙人，将认缴出资额从前期的 4,000 万元增加至 10,128 万元。 

2、本次子公司拟参与投资及受让的情况 

本公司之子公司霍尔果斯三七文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七文创”）和公司

子公司西藏泰富拟签署《淮安三七易简泛娱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



 

2 

 

称“新合伙协议”），三七文创与易简投资、西藏泰富与华润信托拟分别签署相关的《财产

份额转让协议书》。 

（1）三七文创作为新进普通合伙人受让原普通合伙人易简投资全部基金份额，易简投

资退出： 

根据上述相关协议，三七文创将作为新进普通合伙人，拟通过受让原普通合伙人易简投

资持有的全部基金份额的方式，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不超过 1 万元参与投资三七易简合伙，

易简投资将退出。受让完成后，易简投资将不再持有三七易简合伙的基金份额，并且执行事

务合伙人将由三七文创担任。 

（2）有限合伙人西藏泰富受让原有限合伙人华润信托全部的基金份额，华润信托退出： 

根据上述相关协议，有限合伙人西藏泰富拟受让原有限合伙人华润信托持有的全部基金

份额，西藏泰富拟以自有资金认缴的出资额由 10,128 万元增加为不超过 25,511 万元，华润

信托将退出。受让完成后，华润信托将不再持有三七易简合伙的基金份额。 

3、2018年12月3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拟参

与投资及受让淮安三七易简泛娱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份额的议案》，同意上述子

公司参与投资及受让事宜，并授权管理层负责具体办理本次参与投资及受让相关事宜，包括

但不限于签署合伙协议，协助办理注册登记等手续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参与

投资及受让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

过有关部门批准，本次交易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相关方介绍 

1、霍尔果斯三七文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市亚欧路 28 号琪瑞大厦 826 号 

 法定代表人：杨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4004MA779EHH09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7 年 02月 14 日 

股东情况：西藏信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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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藏泰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金珠西路 158号世通阳光新城 13 幢 1号 

 法定代表人：杨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0913213905055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4 年 12月 22 日 

股东情况：上海志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 

经营范围：文化艺术交流策划，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网络技术、从事计算机领域

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企业营销策划，市场营销

策划，动漫设计，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除

计算机信息安全专用产品）的销售、设计、制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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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易简投资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万博二路 79 号（自编北区 B-1 写字楼南村镇万博二路

79 号）202房 

法定代表人：江晓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347514094F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 年 07月 17 日 

股东情况：胡衍军，持股比例 43.50%；江晓，持股比例 21.50%；付程，持股比例 10.00%；

辛瑛，持股比例 10.00%；广州易简移动互联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 10.00%；

蔡东青，持股比例 5.00% 

经营范围：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投资管理服务。 

4、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四路 1-1 号嘉里建设广场第三座第 10-12层 

法定代表人：刘晓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1759713 

 注册资本：1,10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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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1982 年 08月 24 日 

股东情况：华润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51.00%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49.00%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

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

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

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

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三、合伙企业基本情况 

名称：淮安三七易简泛娱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霍尔果斯三七文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淮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口路 9 号 3 号楼 309 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800MA1MUCKB2X 

 成立日期：2016 年 09月 13 日 

合伙期限：2016 年 09月 13 日至 2036年 09 月 12日 

经营范围：文化传媒类行业的股权投资、投资与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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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拟变更前后内容对照： 

内容 变更前 变更后 

普通合伙人 广东易简投资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三七文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西藏泰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西藏泰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 广东易简投资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三七文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合伙人出资额 

广东易简投资有限公司：1万元 霍尔果斯三七文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1万元 

西藏泰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10,128万元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15,383万元 
西藏泰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5,511万元 

（以上信息最终以工商登记注册完成后的信息为准） 

四、出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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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币现金出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五、协议主要内容 

1、基金模式 

（1）三七文创担任基金的普通合伙人，西藏泰富担任有限合伙人。 

（2）本次变更后各合伙人的出资方式、出资数额和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性质 合伙人姓名/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普通合伙人 霍尔果斯三七文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货币 1 0.0039% 

有限合伙人 西藏泰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货币 25,511 99.9961% 

合计 25,512 100% 

2、管理方式 

（1）本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霍尔果斯三七文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担任执行事务合伙

人，本合伙企业的全部财产委托执行事务合伙人经营管理，执行事务合伙人应以合伙企业的

名义开立专门的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管理本合伙企业货币资金和股票。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

对合伙企业的财产进行投资、管理、运用和处置，并接受其他合伙人的监督。 

（2）本合伙企业委托执行事务合伙人霍尔果斯三七文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管理人，

负责提供资产管理和投资咨询服务。管理人负责对合伙企业进行管理，对投资过程进行监督、

控制。 

3、入伙 

本合伙企业有新合伙人入伙时，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并依法订立书面协议。订立书面

协议时，原合伙人应向新合伙人告知本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 

4、利润分配及亏损分担 

（1）本合伙企业实行专项分配制度，合伙企业的投资项目实现退出后，退出所得资金

不再进行重复投资。分配时，合伙企业首先应退回合伙人的全部投资成本（包括合伙人项目

投入本金和项目投入的其他应由合伙企业承担的成本），不足投资成本的按合伙人出资比例

退回。 

（2）本合伙企业在对外投资中产生的亏损，由合伙人按照初始投资时各自出资额占所

有货币出资额的比例分担。 

5、合伙协议的修订 

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果发生合伙人认为需要对合伙协议进行修订的情形，经全体合

伙人一致同意，可以对合伙协议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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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合同的生效 

本协议经全体合伙人签署后生效。 

六、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交易目的 

三七文创将新进成为普通合伙人，同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西藏泰富将受让更多的基

金份额，这有利于保证基金的良好稳定运作，实现基金更有效的经营管理。 

2、公司本次投资存在的风险 

如相关发起人未按协议的约定履行出资义务，则基金面临资金募集失败的风险。同时，

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受到宏观经济、资本市场、内部管理、风险控制、投资与交易方案等多

种因素影响，存在战略决策、目标选择、信息不对称、资金财务操作、投后管理等多种风险。

公司已充分认识到本次投资所面临的风险及不确定性，将密切关注基金日常运作情况，积极

参与基金管理及投资决策，做好风险的防范和控制。 

3、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不影响三七易简合伙基金的运作规模，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影响较小，不存

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其他 

1、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均未参与合伙企业份额认购。除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杨军先生将作为执行事务

合伙人的委派代表负责执行合伙企业的合伙事务外，公司无其他人员在合伙企业中任职。 

2、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并购基金后续运作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

义务。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 

3、《淮安三七易简泛娱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三日      

http://data.10jqka.com.cn/fin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