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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认购私募基金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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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交易事项：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智明星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智明星通”）拟与关联方共同认购北京蓝天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私募基金”或“合伙企业”或“蓝天创投”，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准名称

为准）的出资份额，本次合作事项为关联交易，具体的实施内容将以签订的正式

协议为准。 

2.本次交易投资金额：蓝天创投的募集资金总额约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

其中智明星通拟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份额人民币 4,000 万元，蓝

天创投的募集资金总额最终以各方签署的合伙协议为准。 

3.风险提示：本次拟认缴出资行为，系各方对共同合作事项达成的初步意向；

该投资事项尚需提交智明星通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具体的实施内

容将以签订的正式协议为准，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合作目的 

控股子公司智明星通为更好地开展互联网文娱相关业务，拟与关联方共同认

购蓝天创投的出资份额。 

蓝天创投系正在筹备设立的私募基金，主要投资方向为大文娱行业，募集资

金规模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其中智明星通拟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份额人

民币 4,000万元，出资比例为 20.00%。 



（二）本次投资的审议决策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交易行为构成

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子公司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已经智

明星通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智明星通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已经本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基金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北京蓝天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暂定名，最终以工商部

门核准名称为准） 

基金规模：人民币 20,000万元 

合伙事务执行：普通合伙人北京创新壹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合伙企业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依照拟签署的合伙协议规定，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合伙企

业及其投资业务以及其他活动之管理、控制、运营、决策。 

管理模式：依照拟签署的合伙协议规定，普通合伙人为合伙企业的基金管

理人。在合伙企业的存续期内，每年的管理费拟定为合伙企业实缴出资总额的

2%。 

基金合伙人及其拟认缴出资情况（最终认缴金额将以签订的正式协议为

准）： 

合伙人名称 
出资 

方式 

出资金额 

(人民币万元) 

出资

比例 
合伙人类型 

北京创新壹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货币 200 1% 普通合伙人 

北京智明星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 4,000 20% 有限合伙人 

北京千贤科技有限公司 货币 11,000 55% 有限合伙人 

霍尔果斯挑战者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货币 1,800 9% 有限合伙人 

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货币 3,000 15% 有限合伙人 

合计 — 20,000 100% — 

 

（二）共同投资人的基本情况 

1. 北京创新壹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北京创新壹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39710718X4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3号1幢10层1001-023室 

法定代表人：李博 

注册资本：人民币1,050万元 

成立日期：2014年6月10日  

营业期限：2014年6月10日至2044年6月9日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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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出资时间为2044年05月3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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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李博，持股 99.9%；金岚，持股 0.1% 

登记备案情况：于2017年8月21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管理人登

记，登记编码P1064430。 

2.北京智明星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北京智明星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680469733R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7号致真大厦C座六层 

法定代表人：吴涤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8年9月18日 

营业期限：2008年9月18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不

得面向全国招生）；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



值在1.5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工艺美术设计；电脑动画设计；基础软件

服务；应用软件服务；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销售日用品、文化用品、电子

产品、服装、鞋帽、针纺织品、化妆品；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出版物零售；经

营电信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从事互联网文化活

动、出版物零售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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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为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99.99%控股的子公司 

单位：人民币  元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营业收入 3,120,930,280.76  3,978,778,262.40  

利润总额 848,853,467.66  778,260,053.53  

净资产 1,596,630,699.85   1,347,827,800.03  

净利润 755,971,356.76 724,353,006.78  

总资产 3,474,212,709.75  2,851,631,200.34  

注：上表中的财务数据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3. 北京千贤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北京千贤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335431961K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 40号 3 幢 3层 3189室 

法定代表人：谢贤林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5 年 3月 19日 

营业期限：2015 年 3月 19日至 2035年 3月 18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投资管

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房地产开发；产品设计；旅游信息咨

询；教育咨询；文化咨询；体育咨询；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策划、设计；公共关

系服务；提供点子、创意服务。 

股权结构：谢贤林，持股 67.5%；北京挑战者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22.5%；

苏立龙，持股 10% 



4. 霍尔果斯挑战者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霍尔果斯挑战者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4004MA77E22X0G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工业园区霍尔果斯瑞鑫农副产品收购有限公司 1

栋 

法定代表人：马婷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7 年 4月 29日 

营业期限：2017 年 4月 29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

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 

股权结构：北京挑战者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0.00% 

北京挑战者科技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北京挑战者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599625014T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丰德东路 9号院 2号楼五层 5067 

法定代表人：唐彬森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2 年 7月 9日 

营业期限：2012 年 7月 9日至 2032年 7 月 8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企业管

理咨询；计算机系统服务；企业策划；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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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唐彬森，持股 78.75%；谢贤林，持股 20%；陈宏宇，持股 1%；吴

凌江，持股 0.25% 



5.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公司名称：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691691479A 

公司类型：全民所有制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路 6号 

法定代表人：魏开锋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9 年 6月 29日 

经营范围：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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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 100% 

（三）关联关系概述 

本次交易的共同投资人北京千贤科技有限公司、霍尔果斯挑战者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分别系公司过去十二个月内曾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谢贤林、

唐彬森实际控制的企业（截至本公告日，谢贤林、唐彬森及其一致行动人已不再

是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具体详见公司 2018 年 6月 26日披露的临 2018-035号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及 2019 年 1 月 19 日披露的临 2019-003 号《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系公司的关联方；公司与

北京创新壹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他投资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构成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 

四、该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系与关联人拟共同认购基金份额，是基于子公司战略发展所需，该

基金具备政府引导基金的优势，其基金管理人亦已完成基金管理人备案。公司认

为本次控股子公司智明星通在保证其正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情况下，使用自有

资金认购蓝天创投基金份额，有利于提高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益。该项投资不会影

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五、重大风险提示 

1.本次拟认缴出资行为，系各方对共同合作事项达成的初步意向；该投资事



项尚需提交智明星通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具体的实施内容将以签

订的正式协议为准，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本次投资无本金或收益担保；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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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

额 

除本次交易外，公司与该关联人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七、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将视投资事项推进情况，及时披露后续进展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