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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投资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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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标的名称：南昌蓝海东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以

工商核准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合伙企业”） 

 投资金额：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中文传媒蓝海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蓝海国投”）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总额不超过4.35亿元（人民币，下同），

首期出资3.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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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文传媒”）

于2019年12月27日上午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参与投资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蓝海国

投与江西东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投集团”）、南昌金开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开资本”）、南昌蓝海东投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暂

定名，以工商核准名称为准，以下简称“蓝海东投咨询公司”）共同发起投资设

立“南昌蓝海东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开展股权投资业务。蓝海国投

拟以自有资金认缴合伙企业出资总额不超过4.35亿元，首期出资3.5亿元。 

根据《公司章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对外投

资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不构成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 

一、对外投资交易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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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合伙企业的目的：从事股权投资业务，以实现资本增值。 

投资范围：合伙企业拟以自有资金进行股权投资，投资领域主要为传媒、

游戏、教育及新兴产业。 

（一）交易方基本情况 

1.普通合伙人 

公司名称：南昌蓝海东投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核准名

称为准）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南昌经开区智能制造产业园综合服务楼 801 室（暂定，以工商

核准的注册地址为准）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经营范围：待定 

股东及持股情况：蓝海国投持股 49%，东投集团持股 31%，宁波逸阳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逸阳”）持股 10%，浙江美亚经济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美亚”）持股 10%。 

股东认缴注册资本的金额、比例及缴付期限： 

出资方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

方式 
出资期限 

蓝海国投 490 49% 货币 分两期出资，首期出资金额

为各股东认缴金额的 30%，

应于 2029年 12月 29日前

出资到位；剩余认缴注册资

本应于 2039年 12 月 29日

前出资到位 

东投集团 310 31% 货币 

宁波逸阳 100 10% 货币 

浙江美亚 100 10% 货币 

合计 1,000 100.00% — — 

蓝海东投咨询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 

（1）宁波逸阳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宁波逸阳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CMPF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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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七号办公楼 1939室 

法定代表人：俞晓明 

注册资本：3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9 年 3月 26日 

营业期限：2019 年 3月 26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划。 

股权结构：俞晓明持股 90%，沈佳持股 10%。 

（2）浙江美亚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浙江美亚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913301087125332000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紫荆花路 108 号底层 

法定代表人：奚跃 

注册资本：300 万元 

成立日期：1999 年 1月 11日 

营业期限：1999 年 1月 11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计算机软、硬件、

照明灯具及设备；设计、安装服务:计算机网络工程、照明灯具及设备[除承装(修、

试}电力设施]；经济信息咨询(除证券、期货),经济信息服务,环保、化工信息

咨询,租赁咨询,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及服务;各种商品的租赁(凭许可证经

营的项目除外)及附带综合技术的咨询、技术成果转让;租赁物品的残值处置业

务(除凭证经营的项目除外)；受托经营企业资产管理；含下属分支机构经营范

围。 

股权结构：奚跃持股 40%，袁建华持股 33.33%，楼杭持有 26.67%。 

2.有限合伙人 

（1）江西中文传媒蓝海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000705529887P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学府大道 2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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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庄文瑀 

注册资本：9亿元 

成立日期：2001 年 7月 5日 

营业期限：2001 年 7月 5日至 2021年 7 月 4日 

经营范围：出版产业及相关产业的投资与管理、投资咨询与策划；信息的

收集与加工；经济信息服务、培训、代理；物业出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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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中文传媒，持股 100%。 

单位：亿元 

 
2019 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营业收入 0.12 0.15 

利润总额 1.15 0.01 

净资产 10.51 9.38 

净利润 1.15 0.01 

总资产 47.18 43.56 

注：2018年度财务报表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江西东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8756781863C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江西省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菊圃路 1818号 

法定代表人：陈东旭 

注册资本：1.05 亿元 

成立日期：2004 年 02月 16日 

营业期限：2004 年 02月 16日至 2024年 02月 15日 

经营范围：计算机教育软硬件开发、销售；图文制作策划；教育产品推广；

会展服务；国内版图书、报刊、电子出版物批发零售；教育咨询服务；工程项

目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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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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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结构：陈东旭出资 9460万元，持股 90.09%；陈彩莲出资 240 万元，

持股 2.29%；黄利平出资 800万元，持股 7.62%。 

单位：亿元 

 
2019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18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0.87 32.03 

利润总额 0.49 2.09 

净资产 21.85 21.16 

净利润 0.011 1.27 

总资产 194.49 109.37 

注：2018年度财务报表已经南昌丰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3）南昌金开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8MA35N779XK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南昌市经开区榴云路商业街 A栋 311 室 

法定代表人：钟序辉 

注册资本：10亿元 

成立日期：2016 年 12月 27日  

营业期限：成立至长期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资本管理、投资咨询等 

股权结构：南昌金开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单位：亿元 

 
2019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18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营业收入 0.36 0.21 

利润总额 0.02 0.01 

净资产 8.17 7.46 

净利润 0.02 0.01 

总资产 8.57 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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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18年度财务报表已经天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二）投资标的主要情况 

1.企业名称：南昌蓝海东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以工商核

准名称为准） 

2.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经营范围：待定 

4.出资总额：8.7亿元 

5.合伙人的认缴出资金额、比例、缴付期限 

序

号 
名称 

合伙人

性质 

认缴出资

金额（亿

元） 

出资比例 
出资

方式 
缴付期限 

1. 蓝海国投 
有限合

伙人 
4.35 50.00% 货币 

第一期出资为 3.5亿元，

应于 2029年 12月 29日

前出资到位；第二期认

缴出资应于 2039年 12

月 29日前出资到位 

2. 东投集团 
有限合

伙人 
3.47 39.89% 货币 

第一期出资为 2.8亿元，

应于 2029年 12月 29日

前出资到位；第二期认

缴出资应于 2039年 12

月 29日前出资到位 

3. 金开资本 
有限合

伙人 
0.87 10.00% 货币 

第一期出资为 0.7亿元，

应于 2029年 12月 29日

前出资到位；第二期认

缴出资应于 2039年 12

月 29日前出资到位 

4. 
蓝海东投

咨询公司 

普通合

伙人 
0.01 0.11% 货币 

应于 2029年 12月 29日

前出资到位 

合计 8.70 100.00% — — 

二、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蓝海国投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蓝海东投咨询公司为蓝

海国投拟设立的参股公司，公司及蓝海国投与东投集团、金开资本、宁波逸阳、

浙江美亚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本次投资交易的审议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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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该投资交易行为不构

成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意见：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蓝海国投参与投资设立有限合伙企

业从事股权投资业务，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及蓝海国投配合办理合伙企业设

立及股权投资相关事宜，落实投资主体责任，规范签署相关协议，加强项目投

后管理，严控投资风险。 

五、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分析 

（一）投资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蓝海国投作为公司战略性文化投资和资产管理机构，本次参与投资设立合

伙企业，能够进一步贯彻落实公司“管理提升、创新融合”经营理念。通过专

业团队，更好地利用资本市场的优势，拓宽投资渠道，寻求并购优质项目，在

获得投资收益的同时实现相关业务协同发展，助推转型升级，为公司稳健发展、

持续发展、优质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可能存在的风险 

合伙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

并购整合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面临投资收益不达预期的风险。公司将按照“防

控风险、稳健发展”的原则，督促蓝海国投密切关注合伙企业经营管理状况，

加强投前风险论证、投后项目管理，提高科学决策水平，依法依规行使决策权，

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六、其他事项说明 

合伙企业处于筹备阶段，蓝海国投与合作方就本次共同参与投资设立有限

合伙事项尚未签署正式协议，具体的实施内容将以签订的正式协议为准。公司

将根据本次投资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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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