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证券代码：000425           证券简称：徐工机械           公告编号：2019-14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徐州徐工投资有限公司增资暨设立徐州徐工 

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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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徐工机械或公司）拟

向全资子公司徐州徐工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徐工投资）增资 10

亿元人民币，并通过其设立徐州徐工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暂定名，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定的名称为准，简称徐工产业基金）, 

围绕公司战略方向、围绕徐工产业链和新兴产业开展股权投资，

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 

徐工产业基金规模为 100.01 亿元人民币，其中有限合伙人

徐工投资认缴出资 30亿元、青岛丝路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简称青岛丝路）认缴出资 25 亿元、北京菊华投资基金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简称北京菊华）认缴出资 25 亿元、吴江联合润

华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吴江润华）认缴出资 20 亿元，普通合伙

人徐州嘉润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徐州嘉润）认缴出资 100万

元。 

2019年 2月 2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临

时）审议通过《关于向徐州徐工投资有限公司增资暨设立徐州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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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的议案》，表决结果为：8票同意，

0 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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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二、向徐州徐工投资有限公司增资 

（一）交易对手方情况 

此次向徐工投资进行增资为公司单独投资，不存在交易对手

方。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徐州徐工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企业股东：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徐工投资 

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陆川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非金融性投资管理);企业管理

服务;财务顾问业务;商品经纪与代理;机械设备及配件、五金产

品、电子产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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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时间：2011年 11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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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1）经营状况  

单位：万元 

 2018 年 1-9 月 2017年 

营业收入 0 0 

投资收益 17,532 18,902 

利润总额 8,099 10,005 

净利润 6,116 7,532 

注：上述 2018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 

（2）资产状况   

单位：万元 

 2018年9月30日 2017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382,365 272,945 

负债总额 262,000 158,697 

净资产 120,365 114,248 

注：上述 2018 年 9月 30 日数据未经审计。 

（三）增资方案 

公司计划以现金方式向徐工投资增资100,000万元人民币，

占徐工投资注册资本增加额的100％。资金来源为自筹。 

增资完成后，徐工投资注册资本将由 100,000 万元人民币增

加到 200,0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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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资前后对照表 

股东 增资前 增资后 

 金额(万元) 所占比例 金额(万元) 所占比例% 

徐工机械 100,000 100% 200,000 100% 

三、设立徐工产业基金方案 

（一）交易对手方介绍 

1. 青岛丝路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 188号浦发银行 17楼 

注册地：山东省青岛市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姬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人信息：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

资比例 

认缴出资

额(万元) 

1 北京丰亚琪春商贸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88.51% 809000  

2 
许氏嘉业（北京）国际商贸有

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8.64% 79000  

3 上海姬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97% 18000  

4 北京联辉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0.88% 8000  

认缴规模：91.4亿元 

成立时间：2017年 8月 2日； 

主营业务：投资,股权投资,创业投资,投资管理。(需经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核准,不得从事融

资担保、吸收存款、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b11ea7b0f60cf4ae193c3db4169a6100.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c70f871767f70fe9400e3fe4ebdca2e1.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c70f871767f70fe9400e3fe4ebdca2e1.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d1ea97ba29f9e600d4eafd9baee632d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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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经查询，未发现青岛丝路为失信被执行

人。 

截至本公告日，青岛丝路尚未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备案。 

（2）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经营状况 

单位：万元 

 2018年 2017年 

营业收入 0 0 

利润总额 2 0 

净利润 2 0 

注：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资产状况 

单位：万元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14,302 200 

负债总额 300 200 

净资产 114,002 0 

注：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2.北京菊华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公司住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18 号 7 层办公楼二

座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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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册 地：北京市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中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中菊资产） 

合伙人信息： 

序号 合伙人（发起人） 合伙人类型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

额(万元) 

1 重庆阿穆尔投资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5.39% 320000  

2 北京联辉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5.39% 320000  

3 吴江联合润华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4.91% 310000  

4 中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4.36% 298640  

5 
北京菊华京津冀生态涵养产业投

资基金 
有限合伙人 10.51% 218500  

6 雏菊新集特色小镇发展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9.43% 196000  

7 
北京菊华文化艺术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6.85% 142500  

8 雏菊新集农场开发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76% 99000  

9 上海雏菊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33% 90000  

10 北京西菊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04% 84000  

11 赵洗尘 有限合伙人 0.02% 360  

基金规模：207.9亿元 

成立时间：2011年 6月 20日； 

经营范围：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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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40fe349b6c4f1e144db41b2730b56787.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d1ea97ba29f9e600d4eafd9baee632d5.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7767d75d6c0d59ebc1ec12d01229e605.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6c0d1d1f5192d058a2368d34e1b6051f.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c2863cf69164662d9aa5bb208b60b272.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c2863cf69164662d9aa5bb208b60b272.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2700713209654586b1d9e7c463d32d3b.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79136a6ad569afbc0f5d42f84158fed7.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79136a6ad569afbc0f5d42f84158fed7.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c505c7766feb4d98703eefb0215308c6.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0e40f8f242a3873c06c00b61929e121b.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75aaf640caeb4e03161e618cb7491b5c.html
https://www.qichacha.com/pl_pf2f806a9c2468f8abdcc34bd25ee7b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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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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菊华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经查询，未发现北京菊华为失信被执行

人。 

北京菊华已依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履行备案程序，

基金编号为 SD3676。 

（2）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经营状况 

单位：万元 

 2018年 2017年 

营业收入 1,175 9,434 

利润总额 836     8,999 

净利润 836 8,999 

注：上述 2018年数据未经审计。 

资产状况 

单位：万元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2,083,726 2,194,231 

负债总额 226 111,570 

净资产 2,083,500 2,082,662 

注：上述 2018 年 12 月 31 日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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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吴江联合润华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住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苏州河路 18号(滨湖

新城科创园内)  

注 册 地：江苏省苏州市  

法定代表人：蔡跃华  

控股股东：北京联辉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陈潭荣、彭树文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项目策划;企业财务顾问;企业管理;

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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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5050万元 

成立时间：2011年 7月 5日 

吴江润华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经查询，未发现吴江润华为失信被执行

人。 

（2）最近一年又一期的经营状况及资产状况： 

经营状况  

单位：万元 

 2018年 2017年 

营业收入 6 0 

利润总额 6 3 

净利润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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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资产状况   

单位：万元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500,207 481,557 

负债总额 495,190 476,548 

净资产 5,017 5,009 

注：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4.徐州嘉润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徐州市云龙区沁水湾商业广场 7（原 B2）号楼 1-101； 

注册地：江苏省徐州市；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磊；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产权及控制关系：徐州徐工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500

万元，持股 50%；中菊资产认缴出资 500万元，持股 50%。 

控股股东：无。 

实际控制人：无。 

成立时间：2019年 1月 25日 

主营业务：创业投资、股权投资；高新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经纪贸易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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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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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嘉润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利益安排，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利益安排、

与其他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投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不存在

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经查询，未发现徐州嘉润为失信被执行

人。 

截至本公告日，徐州嘉润尚未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履行登记程

序。 

（2）最近一年又一期的经营状况及资产状况： 

徐州嘉润于 2019年 1月 25日成立，尚未开展经营业务。 

（二）基金设立方案 

1.基金具体情况 

基金名称：徐州徐工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暂定名，

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定的名称为准） 

基金规模：100.01亿元 

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出资方式：货币出资 

出资进度：有限合伙人徐工投资认缴出资 30 亿元、青岛丝

路认缴出资 25亿元、北京菊华认缴出资 25亿元、吴江润华认缴

出资 20亿元，普通合伙人徐州嘉润认缴出资 100 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各方尚未实缴出资。 

基金管理人：中菊资产； 

存续期限：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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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退出机制：通过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股权转让、项目受

益人回购、IPO等方式实现退出。 

会计核算方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核算。 

投资方向：主要围绕徐工战略开展股权投资，也可投资于其

他股权项目。 

2.基金的管理模式 

管理和决策机制：投资决策委员会（简称投委会）负责投资

决策。投委会会议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委员过半数同意。 

收益分配机制：超额收益的 2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80%按

照各有限合伙人的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3.控制关系：投委会成员 5人，徐工投资委派 3人。 

4.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投资基金份额认购。除公司董

事会秘书在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中担任委员外，不存在其他权利

义务安排。 

（三）一致行动人协议主要内容 

1.“一致行动”的目的 

徐工投资（简称甲方）和青岛丝路（简称乙方）建立一致行

动关系，青岛丝路在行使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权利时，与徐工投资

保持意思一致，以加强徐工投资对合伙企业的管理。 

2.“一致行动”的内容 

双方在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会议中保持的“一致行动”，指双方

按照合伙协议的规定在合伙人会议中通过举手表决或书面表决



- 12 - 

的方式在行使合伙人职权时保持一致意见。 

3.采取“一致行动”的方式 

双方在合伙企业召开合伙人会议审议有关合伙企业经营发

展的重大事项前，须充分沟通协商，就如何行使表决权达成一致

意见，并按照该一致意见在合伙人会议上对相关事项进行表决。

若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则应以徐工投资所持意见作为共同意

见。 

4.委托行使表决权 

（1）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乙方委托甲方按照合伙企业的合

伙协议规定行使合伙人表决权，该委托行为不影响乙方对其持有

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所享有的收益权。 

（2）乙方应就合伙人会议审议的事项与甲方保持一致意见，

因此针对具体表决事项，乙方将不再另行出具《授权委托书》。 

（3）乙方将为甲方行使委托权利提供充分的协助，包括在

必要时（例如为满足政府部门审批、登记、备案所需报送文档之

要求）及时签署相关法律文档，但是乙方有权要求对该相关法律

文档所涉及的事项进行充分了解。 

（4）在甲方参与合伙人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情况下，乙方

可以自行参加合伙人会议但不另外行使表决权。 

5.违约责任 

由于任一方违约，导致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

违约方应赔偿由此给守约方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

损失、可得利益等间接损失及诉讼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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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金管理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9年 11月 18日; 

注册资本：1,230,000 万元; 

公司住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18 号办公楼 2 座 7

层 703; 

注册地：北京市; 

法定代表人：赵洗尘; 

控股股东：雏菊金融服务股份公司持股 54.02%，为控股股

东。 

实际控制人：赵洗尘;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项目投资;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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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菊资产已依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履行登记程序。

登记编号 P1000938。 

（2）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经营状况  

 

单位：万元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582bfe856108db60be310a60a63440c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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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营业收入 15,832 16,707 

利润总额 1,275 13,317 

净利润 956 9,889 

注：上述 2018年数据未经审计。 

资产状况   

单位：万元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2,171,398 2,151,429 

负债总额 938,896 910,583 

净资产 1,232,502 1,240,446 

注：上述 2018 年 12 月 31 日数据未经审计。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 

公司拟通过设立产业基金，围绕公司战略方向，围绕徐工产

业链和新兴产业开展股权投资，促进徐工高质量发展。 

投资基金的资金来源为徐工投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二）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1.宏观经济波动的风险 

股权投资受宏观经济波动影响很大，宏观经济紧缩将导致投

资的产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将会影响公司的投资收益。 

对策：做好全球宏观经济及股权投资行业趋势的研判，利用

徐工强大的品牌、资金及产业优势，降低宏观经济波动对徐工股

权投资的经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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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策风险 

股权投资面临着金融政策及制造业政策变化的风险，可能影

响未来投资收益。 

对策：密切关注国家政策的动向以及基金业协会监管要求，

积极吸取同行业竞争对手的经验和教训，加强对国家各项政策的

研究，研判投资行业的股权投资走势，灵活利用自身优势，预防、

降低国家政策带来的风险。 

（三）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将通过产业基金充分发挥合作方的资源优势，拓展优

质项目资源；同时可加强多渠道融资能力，为公司高质量发展提

供资金支持, 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积极影响。 

2.本次交易后，公司将徐工产业基金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本

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对公司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不产生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一）董事会决议； 

（二）徐工产业基金合伙协议； 

（三）一致行动人协议。 

特此公告。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2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