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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311       证券简称：骆驼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41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参与设立的湖北骆驼新能源汽车产业投资基金 

部分财产份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根据 2017 年 11 月签订的《湖北骆驼新能源汽车产业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约定，收购汉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在湖北骆驼新能源汽车产业投资基金中 15.041%的财产份额，收购价格为人民币

157,116,340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背景情况 

经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汉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汉江控股”）、湖北汉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汉江投资”）

于 2017 年 11 月 27 日共同投资设立了湖北骆驼新能源汽车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基金”或“合伙企业”），并签订了《湖北骆驼新

能源汽车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原合伙协

议”）。该基金为襄阳市汉江产业股权投资引导基金参股设立的子基金，是以打

造新能源汽车、新型铅酸蓄电池及回收产业为主的产业投资基金。基金总规模

10亿元，其中公司认缴出资 59,000万元，占比 59%；汉江控股认缴出资 40,000

万元，占比 40%；湖北汉江投资认缴出资 1,000 万元，占比 1%。 

以上基金设立及相关情况详见公司 2017 年 10 月 14 日披露的《关于参与设

立湖北骆驼新能源汽车产业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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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9）、2017 年 11 月 29 日披露的《关于参与设立湖北骆驼新能源汽车产

业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106）。 

（二）本次交易情况 

公司与汉江控股根据基金原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经过友好协商一致，

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签订了《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由公司收购汉江控股在基金中 15.041%的财产份额，对应出资额为人民币 15,041

万元，收购价格为人民币 157,116,340元。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及董事会授权，本次交易已经公司董事长组织投资决

策小组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次交易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名称：汉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资本：人民币 22亿元 

法定代表人：刘树成 

成立日期：2015 年 6月 3日 

住所：襄阳市襄城区檀溪路 152号南山宾馆 

经营范围：从事非证券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的咨询服务业务；投资管理；

运营市政府授权范围的国有资产 

汉江控股是依据《襄阳市汉江产业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经襄阳市人民政府

批准并独资设立的，集金融、经济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国有金融控股集团，是市

政府运作资本，支持产业转型发展的公共投融资平台。该公司主要是通过投资控

股、参股若干金融机构和企业，与一系列金融业态建立合资、合伙、合作关系，

全面负责襄阳市汉江产业股权投资引导基金（以下简称“汉江产业基金”）的管

理运作。汉江产业基金是由襄阳市政府设立并按市场化方式运作的政策性基金。 

截至 2019年 12 月 31日，汉江控股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380,360.36 万元，净

资产为 284,000.56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为 2,248.71 万元，净利润为

1,226.03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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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湖北骆驼新能源汽车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注册地：襄阳市高新区汉江北路 8 号 3 幢 

基金托管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 

基金管理人：湖北汉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期限：合伙企业经营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7 年，自营业执照登记完成之

日起计算。如经营期限届满前 3个月，基金投资项目仍未全部退出，经基金管理

人提议并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并报引导基金决策委会员批准，合伙企业可以延长

经营期限，但累计存续期限不得超过 10 年。如延长合伙企业经营期限的建议未

获得全体合伙人或引导基金决策委员会同意，普通合伙人应以基金利益最大化为

原则积极变现基金资产。 

2018 年 3 月，基金以“公司实际控制的第三方”的身份参与受让了湖北金

洋冶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洋冶金”）股份 1000万股，投资金额 49,165

万元，持股比例 98.04%。详见公司 2018 年 3 月 20 日披露的《关于收购湖北金

洋冶金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与骆驼新能源汽车产业投资基金签署投资合作

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8）、2018 年 6月 28日披露的《关于收购湖北

金洋冶金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68）。 

截至 2019年 12 月 31日，基金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0,132.06万元，净资产

为 74,585.17 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为 272,290.56 万元，净利润为 14,173.48

万元。(合并数据） 

本次交易前基金各合伙人的出资及占比情况如下： 

合伙人 类型 
出资

方式 

认缴出资

额（万元） 

认缴出

资占比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

资占比 

湖北汉江投资 普通合伙人 货币 1,000 1% 502.05 1% 

骆驼股份 有限合伙人 货币 59,000 59% 29,620.95 59% 

汉江控股 有限合伙人 货币 40,000 40% 20,082 40% 

合计   100,000 100% 50,205 100% 

本次交易标的为汉江控股在基金中 15.041%的财产份额，对应出资额为人民

币 15,041 万元。交易完成后基金各合伙人出资及占比情况如下： 

合伙人 类型 出资 认缴出资 认缴出 实缴出资额 实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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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额（万元） 资占比 （万元） 资占比 

湖北汉江投资 普通合伙人 货币 1,000 1% 502.05 1% 

骆驼股份 有限合伙人 货币 74,041 74.04% 44,661.95 88.96% 

汉江控股 有限合伙人 货币 24,959 24.96% 5,041 10.04% 

合计   100,000 100% 50,205 100% 

    本次交易价格是依据《襄阳市汉江产业股权投资引导基金实施方案》（襄投

发〔2016〕1 号）及《襄阳市汉江产业股权投资引导基金实施细则》（襄汉江基

金委办发〔2017〕1号）中襄阳市汉江产业股权投资引导基金的退出及收益分配、

政府出资让利等相关规定协商确定的。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汉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乙方：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转让之标的 

1.1 本协议转让的标的是：甲方持有合伙企业的 15.041%的财产份额，合计

出资额为人民币 15,041 万元，即其在合伙企业中首期 10,000万元、二期 2,000

万元及三期中 3,041 万元的实缴出资份额。 

1.2 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合伙企业 15.041%的财产份额及基于该财产份额

拥有的所有权利和权益不附带任何质押权、留置权和其他担保权益转让予乙方。 

2、转让价款及支付 

2.1 基于《襄阳市汉江产业股权投资引导基金实施方案》及《襄阳市汉江产

业股权投资引导基金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本协议双方一致同意，乙方受让甲

方所持合伙企业 15.041%财产份额对应的交易价格为 157,116,340元。 

乙方应当于 2020 年 11月 26日当日一次性向甲方支付上述全部受让款。 

2.2 本协议生效后乙方付清全部受让价款之日，乙方获取甲方在本协议项下

转让之财产份额，并享有所持财产份额对应的有限合伙人权利，承担对应的有限

合伙人义务。 

2.3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60 日内，由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落实本协

议所涉及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变更手续。 

3、转让方之义务  

甲方和乙方应当与其他合伙人就优先购买权达成一致，其他合伙人放弃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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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份额转让的优先购买权。 

4、受让方之义务 

4.1 乙方须依据本协议第二条之规定及时向甲方支付该等合伙财产份额之

全部转让价款。 

4.2 乙方需向执行事务合伙人提交同意接受合伙协议约束及将遵守合伙协

议约定、继承转让方合伙协议项下对应义务的承诺函。 

5、本次财产份额转让过程中发生的有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评估、审计、

工商变更登记、税费等费用），由受让方承担。 

6、本协议一经生效，各方必须自觉履行，任何一方未按本协议的约定全面

履行义务、承诺、保证或所作出的陈述或保证存在虚假、误导或有重大遗漏的，

均构成违约，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造成的全部损失。出现乙方逾期支付转

让价款时，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应付未付转让款的 0.03%/天计

算。 

7、任何与本协议有关或因本协议引起之争议，协议双方均应首先通过协商

友好解决，不能协商解决的，协议双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8、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共同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五、本次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需要及基金合伙协议约定，同时遵循了《襄阳市汉江

产业股权投资引导基金实施方案》（襄投发〔2016〕1 号）及《襄阳市汉江产业

股权投资引导基金实施细则》（襄汉江基金委办发〔2017〕1 号）中襄阳市汉江

产业股权投资引导基金的退出及收益分配、政府出资让利等相关规定，交易完成

后，公司在基金中的认缴金额将变更为人民币 74,041 万元，占比 74.041%，实

缴金额为人民币 44,661.95 万元，占比 88.96%。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化，基金仍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特此公告。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11 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