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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设立上海浦东科技创新投资基金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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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提示： 

1、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作为有限合伙

人参与出资设立“上海浦东科技创新投资基金”（以实际工商注册为准，以下简称“浦

东科创投资基金”或“基金”）。基金尚处于筹备设立阶段，尚未完成工商注册，尚需取

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实施过程存在不确定性。 

2、 浦东科创投资基金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55.01 亿元（以实际募集规模为准）。

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4亿元。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等特

点，在投资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

可能存在因决策或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投资项目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 

3、基金合伙协议尚未签署，合同内容和具体操作方式以最终各方签署的正式合同文

本为准。公司将充分关注可能存在的风险，密切持续关注基金经营管理状况及其投资项

目的实施过程，切实降低公司投资风险。 

4、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出资设立浦东科创投资基金预计对公司 2019 年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等不存在重大影响。 

5、公司将持续关注基金设立后续推进情况，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要求，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一、合作投资事项暨关联交易概述 

为积极推进公司业务发展，抓住“浦东新区对接科创战略，不断推进科技创新创业，

加快推动浦东高质量发展”的机遇，更好地参与上海市浦东新区新一轮的发展，公司拟

作为有限合伙人之一，以现金货币方式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4亿元，参与浦东科创投资基

金的设立，资金来源为本公司自有资金。 

浦东科创投资基金采用有限合伙形式设立，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55.01亿元。基

金合伙人及出资情况如下： 

基金合伙人及出资情况表 

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出资方式 

上海东鑫恒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GP） 100 货币 

上海浦东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LP） 

 

100,000 货币 

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 80,000 货币 

上海浦东科创集团有限公司 80,000 货币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80,000 货币 

上海金桥（集团）有限公司 50,000 货币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货币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货币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货币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货币 

合计 550,100 货币 

（一）因公司关联自然人邓伟利先生在金桥股份担任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规定，金桥股份系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上述事项已于 2019 年 3 月 21 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9 年第四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上述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关联方名称：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22093592 

成立日期：1993年 10月 7日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汤文侃 

注册资本：人民币 112,241.289300万元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金桥路 28号 

经营范围：在依法取得的地块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出租和中介（含侨

汇、外汇房）；物业管理；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承包和建筑装潢；保税仓库；仓储

运输、服装、家电、办公用品、日用百货的批发；娱乐业、餐饮旅馆业（仅限分支机构）、

出租车；转口贸易和各类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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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末，金桥股份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20,346,942,067.33 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8,838,070,832.85 元，2018 年度营业总收入为人民币

2,761,458,409.82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977,112,266.04 元（以

上数据摘自《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快报公告》，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 除关联方外其他有限合伙人的基本情况 

（一）上海浦东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上海浦东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350896118A 

成立日期：2015年 9月 29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文新春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绣路 1229号 

经营范围：各类资产投资,资本运作与资产管理,产业研究,社会经济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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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22080739 

成立日期：1992年 7 月 3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袁涛 

注册资本：311,255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东路 1387号 16幢 

经营范围：高科技项目经营转让,市政基础设施开发设计,房地产经营,咨询,综合性

商场,建筑材料,金属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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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上海浦东科创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上海浦东科创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MA1K3CXQ9A  

成立日期：2016年 6 月 8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傅红岩 

注册资本：24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春晓路 439号 12幢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兼并重组咨询,财务咨

询,资产管理,创业孵化器管理,高科技项目经营转让,金融信息服务(除金融业务),国内

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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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桥(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上海金桥(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6308788384  

成立日期：1997年 12月 2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沈能 

注册资本：312,286.0065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金桥路 28号 

经营范围：房地产(含侨汇房),投资兴办企业,保税,仓储,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对销贸易和转口

贸易,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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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22632162  

成立日期：1996年 4月 18日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刘樱 

注册资本：154,868.955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龙东大道 200号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公司受让地块内的土地开发与土地使用权经营,市政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物业投资和经营管理,商业化高科技项目投资与经营,设备供应与安

装,建筑材料经营,仓储投资,与上述有关的有偿咨询业务,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

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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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2226001W 

成立日期：1994年 12月 31日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刘宏 

注册资本：113,534.9124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北路 889号 

经营范围：合法取得地块内的房地产经营开发,保税区内的转口贸易、保税仓储、国

际货运代理业务、外商投资项目的咨询代理、国际经贸咨询、承办海运进出口货物的国

际运输代理业务,包括:揽货、订舱、仓储、中转、集装箱拼装拆箱、结算运杂费、报关、

报验、保险、相关的短途运输服务及咨询业务。投资管理、建筑工程管理、停车场收费

经营(限区外分支机构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咨询、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以上

咨询除经纪),市场营销策划、会展会务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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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22971339 

成立日期：1998年 1月 9日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李树逊 

注册资本：97,025.6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川桥路 701弄 3号 7楼 

经营范围：道路、公路、桥梁、各类基础工程施工,设备安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

园林绿化工程,建材研制及生产,水利和港口工程建筑,房屋工程建筑,公路管理与养护,

市政公共设施管理,工程准备,房地产开发经营,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实业投资,高新技术

开发,汽配、机械加工,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从事道路

技术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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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基本情况及基金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一） 名称：上海浦东科技创新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三） 基金规模：人民币 550,100万元（以实际募集规模为准）。 

（四）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东鑫恒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上海东鑫恒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K31DE36 

成立日期：2015年 10月 30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姚忠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万元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西里路 55号 1415B室(一照多址企业)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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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东鑫恒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鑫恒信”）股东方分别为上

海外高桥保税区投资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川沙投资经营管理中心和上海北华

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 40%、30%和 30%。 

东鑫恒信目前作为普通合伙人管理上海浦东城镇化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该基金规模为人民币 1亿元，投资期为 5年。目前该基金已全部

投资到上海浦东轨道交通东线物业开发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1 亿元，占股比例

33.33%。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东鑫恒信总资产为 1,638.02 万元，负债为 556.65



万元，净资产为 1,081.37 万元，2018年净利润为 72.14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

审计）。 

上海东鑫恒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 基金出资情况及出资计划：出资情况详见“基金合伙人及出资情况表”，所

有合伙人出资方式均为现金货币出资。出资计划为 2019 年 4 月 8 日前实缴 20%；2019

年 12月 31日前实缴 30%；2020年 12月 31日前实缴 50%。实际以缴款通知书为准。 

（六） 投资目标：原则上投资于科技创新企业、投资标的为科技创新企业的股权投

资基金。 

（七） 基金期限：存续期限为 10 年，自首次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算，可根据合伙

协议相关约定延长或缩短（有限合伙成立之日起 5年内为投资期，投资期结束后至有限

合伙存续期限届满的期间为退出期）。根据有限合伙的经营需要，普通合伙人视退出情

况有权独立决定延长存续期，有限合伙可延长三次，每次延长一年，最后一次延长须经

全体合伙人同意。 

（八） 管理费：投资期内，有限合伙应每年向普通合伙人支付相当于有限合伙实缴

出资额（不包括普通合伙人实缴出资部分）0.5%的管理费。退出期内，有限合伙每年按

照尚未退出组合基金的取得成本（不包括普通合伙人对应部分）的 0.5％向普通合伙人

支付管理费。 

管理费每日历年度支付一次，分别于每个日历年度的首个工作日或之前支付完毕。

有限合伙设立之后的首个支付期间所在的日历年度的管理费自有限合伙成立之日起、按

该年度所余日数计算，并应于有限合伙具备支付条件之时立即支付。 

（九） 管理模式：本合伙企业所有投资项目均由普通合伙人审查批准。为了提高投

资决策的专业化程度和操作质量，有限合伙设投资决策委员会，其成员由普通合伙人独

立决定。投资决策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为向普通合伙人提出支持或否决有关对组合基金的

投资或投资退出的意见。 

（十） 收益分配：除非合伙协议另有规定，投资期内，任意一个基金投资项目或临

时投资在取得可分配收入(无论该可分配收入来源于分红还是退出)之后，经普通合伙人



决定即开始进行分配。有限合伙每次对其来自基金投资、临时投资的可分配资金进行分

配时，应按照如下顺序进行： 

1、首先，在所有合伙人之间根据其实缴出资额按比例分配，直到每个合伙人均收

回其截至分配之日的实缴出资额； 

2、如经过上述分配，分配金额累计达到所有合伙人实缴出资额的 100%，还有剩余

的，有限合伙开始在所有合伙人之间，根据其实缴出资额按比例分配取得的投资收益； 

3、针对每个有限合伙人，如果累计分配的投资收益首次超过按业绩报酬计提基准

年化 6%（单利）的基准收益时，则超过业绩报酬计提基准年化 6%（单利）部分的 20%

作为业绩报酬分配给普通合伙人，作为普通合伙人的收益分成，基准收益的计算期间为

各笔实缴出资额自各期出资到账截止日起至收回该笔实缴出资额之日为止； 

4、完成前述分配后，如有剩余，剩余部分由全体合伙人按实缴比例进行分配。 

5、若单个合伙人涉及多笔实缴出资的，实缴出资本金分配按先进先出认定。 

（十一） 退出机制：通过权益转让等方式。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有助于整合利用各方优势，发掘投资机会，通过

专项投资和市场化管理，提升公司资本运作能力及效率。本次投资对公司的财务及经营

状况不会产生重大影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证监会的监管要

求，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风险揭示 

基金尚处于筹备设立阶段，尚未完成工商注册，尚需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备案，实施过程存在不确定性。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等特点，在投资过程

中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存在因决策

或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投资项目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公司将充分关注可



能存在的风险，密切持续关注基金经营管理状况及其投资项目的实施过程，切实降低公

司投资风险。 

基金合伙协议尚未签署，合同内容和具体操作方式以最终各方签署的正式合同文本

为准。 

公司将持续关注基金设立后续推进情况，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要求，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七、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9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及第八届董

事会 2019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其中董事会表决情况如下：1名关联董事回避表

决，8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全体独立董事签署了《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参与设立上海浦东科技创新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书》及《关于同意

公司参与设立上海浦东科技创新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议案的独立董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证监会的监管要求，符合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公

司独立董事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公司投资金额在董事会决策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披露日前十二个月内与该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金桥股份未发生关联交易。 

 

九、备查文件目录 



（一）《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9 年第四次临时

会议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参与设立上海浦东科技创新投资基金

暨关联交易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书》； 

（三）经独立董事签字的《关于同意公司参与设立上海浦东科技创新投资基金暨关

联交易议案的独立董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