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券代码：601619   证券简称：嘉泽新能    公告编号：2020-049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产业投资基金变更管理人的公告 
 

 
 

 

 

一、产业投资基金相关情况 

2017年12月15日，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本公司”或“嘉泽新能”）一届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与关联方等共同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出资2,000

万元，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参与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宁夏宁柏产业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柏产业投资基金”）。具体情况

详见公司于2017年12月1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宁夏嘉泽新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关联方等共同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40）。 

2018年10月26日，公司接到宁柏产业投资基金的书面通知，宁柏

产业投资基金的有限合伙人及合伙人出资额发生了变更，相关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已于2018年10月26日办理完毕。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8

年10月2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产业投资基金变更有限合伙人及合伙人出资额的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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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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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2018-078）。 

2019年1月25日，宁柏产业投资基金所有合伙人的出资额已全部

实缴到位，共计140,100万元。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26日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产业投

资基金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7）。 

2019年6月21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宁夏嘉泽新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产业投资基金增加有限合伙人及合伙人出资

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0），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代码：601727，证券简称：上海电气）的全资子公司上海电气投资

有限公司入伙成为宁柏产业投资基金的有限合伙人，并认缴合伙份额

49,000万元。 

2019年10月29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宁夏嘉泽新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产业投资基金增加合伙人出资额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57），宁波源旭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旭投资”）

与宁柏产业投资基金所有合伙人共同签署了合伙协议，源旭投资向宁

柏产业投资基金的认缴出资额由1.8亿元增加至4.475亿元。本次变更

后，宁柏产业投资基金的认缴出资总额由18.91亿元增加至21.585亿

元。 

二、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人变更相关情况 

2020年7月24日，公司接到宁柏产业投资基金的书面通知，宁柏

产业投资基金的管理人由宁夏开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为开弦资

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弦资本”）。根据基金业协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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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了相应的变更流程。本次管理人变更符合合伙协议中的相关约

定，变更后，宁夏开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仍为宁柏产业投资基金的普

通合伙人。 

（一）宁柏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人变更的基本情况 

宁夏开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原管理人）是开弦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现管理人）的全资子公司，二者均为在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基

金管理人。 

1、开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7344290021U 

住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号十六区 19号楼(丰海联创港众

创空间)9层 101内 323号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5年 5月 26日 

法定代表人 卫勇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企业性质 
私募基金管理人（已于 2015 年 11月 12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登

记，登记编号：P1026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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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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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主要股东 卫勇、卫强、张平、易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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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主要股东和管理人员介绍 

卫勇，开弦资本创始合伙人，董事长。硕士学位，曾就职于伊斯

兰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和瑞盛投资有限公司。2008 年 6 月至今在

任北京东方祥安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全面统

筹业务的执行，发展战略的制定，财务规划等工作。2015 年 11 月

---2018年 8 月任本公司董事。2015 年 5 月 26 日至今任开弦资本执

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组织和领导开弦资本的发展规划、经营方针、

投资方向、年度计划及日常经营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和人事决策。 

卫强，开弦资本创始合伙人，监事。硕士学位，曾就职于上海证

大资产管理公司、海通证券投资银行部、香港大华继显证券和瑞银

证券亚洲。2015 年 9 月至今任开弦资本监事。检查开弦资本财务，

对开弦资本执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行为进行监督。 

张平，合伙人。2000/6-2002/6 芝加哥大学 MBA 金融、会计、战

略管理方向。1991/9-1996/7复旦大学理学学士，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系专业。2015 年至 2018 年 8月，任百年人寿股权投资部总经理。2016

年 5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2018 年至今任开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合

伙人。 

易海涛，合伙人，副总经理兼合规/风控负责人。1990 年 9 月至

1994 年 7 月就读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获得本科学历。2012 年 5

月至 2014 年 5 月就读于长江商学院，获得硕士学位。1994年 7 月至 

1996年 9 月就职于北京城建集团。1996 年 9 月至 2000 年 12 月就职

于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任项目经理，为福特、摩托罗拉等全球企

业提供中国市场的产品拓展、定位等咨询服务。2000 年 12月至 2005

年 9 月就职于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任副总经理，负责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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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经济组织及南南合作组织在华的部分项目执行。2005 年 9 月至

2010年 11 月任职于北京维信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任项目经理，负责

企业项目的投资咨询。2010 年 11月至 2015年 11 月就职于永意发展

（香港）有限公司，为合伙人，作为高盛亚洲的直接投资部门(ASSG)

在大陆的唯一投资顾问，负责帮助 ASSG 在大陆寻找股权、债权投资

机会，并协助完成投资过程及投后项目的管理。2015 年 5 月至今，

就职于开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兼合规/风控负责人,负

责对公司运营过程中产生的或潜在的风险进行有效管理。 

3、开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9 年度 

（经审计） 

2018 年度 

（经审计） 

2017 年 

（经审计） 

总资产（万元） 3814.56 1594.81 250.24 

净资产（万元） 2654.28 1337.34 -49.89 

营业收入（万元） 766.99 270.87 38.83 

净利润（万元） -13.87 37.24 -156.07 

 

（二）变更后宁柏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人相关情况 

姓名或名称 
出资

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 

比例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宁夏开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货币 100 100 0.046% 

管理人 

开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 --- --- --- 

有限合伙人 

苏州工业园区国创宁柏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90,000 90,000 41.696% 

浙江巽能科技有限公司 货币 21,000 21,000 9.729% 

宁波源旭投资有限公司 货币 44,750 44,750 20.732%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 2,000  2,000  0.927% 

宁夏开弦投资有限公司 货币 9,000 9,000 4.170% 

上海电气投资有限公司 货币 49,000 49,000 2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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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或名称 
出资

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 

比例 

合    计  215,850 215,850 100% 

三、风险提示 

宁柏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人变更后，基金的运营由开弦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作为管理人，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管理、经营宁柏产业投资基

金及其事务。本次变更不会对宁柏产业投资基金的经营带来负面影

响。 

本公司将持续关注宁柏产业投资基金的后续进展，严格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二 O年七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