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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信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股权投资基金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中金启德（厦门）创新生物医药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股权投资基金”）。   

 投资金额：5,000万元  

 风险提示：  

1） 截止公告日，本次对外投资的合作协议尚未签署，并且股权投资基

金尚需取得相关管理部门的批准方可设立，最终签署协议或设立基

金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2） 由于股权投资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低的特点，本次投资可能

面临较长的投资回收期；  

3） 受宏观经济的影响、投资标的的选择、行业环境以及基金自身管理和技

术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效益的风险；  

4） 股权投资基金对外投资过程中将受政策、税收、经济周期、投资标的经

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亦可能面临投资标的选择不当、决策失误、投

资失败及亏损等风险。  

5） 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承担的投资风险敞口规模不超过出资额，即 

5,000万元。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在确保日常经营资金需求，总体投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为了进一步拓展投

资领域，充分利用专业机构的经验和资源，无锡信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拟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5,000万元，认购股权投资

基金出资总额的1.181%。管理层负责签署股权投资基金合伙协议并根据合伙协议的

约定行使相关责任和权利。   



（二） 对外投资的审批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投资在

公司经营层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  

  

二、基金合伙人的基本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暨管理人 

1、基本情况   

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资本”）为股权投资基金的普通

合伙人，同时也为投资基金的管理人。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0万元 

成立时间：2017 年 3 月 6日 

法定代表人：黄朝晖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二期)9层09-11单元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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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管理人员：黄朝晖、单俊葆、肖枫、安垣、陈刚 

管理模式：股东会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设置执行董事一人，由股东会

选举产生，设总经理一人，由执行董事聘任和解聘。  

股权结构：目前中金资本的股东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 

主要投资领域：股权投资。 

2、基金业协会备案情况   

中金资本已依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了私

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备案，登记编号为 PT2600030375。   



3、中金资本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金资本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相关利益安排，未以直接或间接形式

持有公司股份，不拟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也未与第三方存在影响公司利益的安

排。 

 
 

三、股权投资基金基本情况及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一）股权投资基金基本情况   

1、基金名称：中金启德（厦门）创新生物医药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存续期限：合伙企业登记的合伙期限为 7年 ，其中前四年为投资期，后三年

为退出期，若合伙企业存续期限届满前一个月，合伙企业的投资项目尚未全部变

现，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可将合伙企业的经营期限适当延长。 
 

4、执行事务合伙人（普通合伙人）：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5、基金规模：人民币423,453万元  
 

6、资金来源：均为合伙人的自有资金。  
 

7、 投资人、投资比例及出资进度   
 
 

  

 合伙人   合伙人性质  
认缴出资额 

（万元）   
 缴付期限   出资比例  

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4,600 2020年11月30日 1.086% 

青岛汇融启德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32,601 2020年11月30日 

7.699% 

厦门金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0 2020年11月30日 7.085% 

中金启融（厦门）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30,000 2020年11月30日 
7.085% 

青岛西岸汇融启德股权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27,901 2020年11月30日 
6.589% 

厦门市翔安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有限合伙人 

15,000 2020年11月30日 
3.542% 

启德智融（天津）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5,100 2020年11月30日 
1.204%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900 2020年11月30日 1.157% 

四川欣闻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 2020年11月30日 0.708% 

福建圣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 2020年11月30日 0.708%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 2020年11月30日 0.708% 

董淑君 有限合伙人 4,000 2020年11月30日 0.945% 

深圳满溢通达科技企业（有

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00 2020年11月30日 
0.236% 

佳德致远（厦门）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特殊有限合

伙人 
4,650 

2020年11月30日 
1.098% 

启智汇融（厦门）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8,201 2020年11月30日 
25.552% 

西藏弘吉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8,000 2020年11月30日 
11.335% 

厦门金圆展鸿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5,000 2020年11月30日 
1.181% 

厦门市金创集炬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2,000 2020年11月30日 
0.472% 

厦门联塑联盈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2,500 2020年11月30日 
2.952% 

华美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 2020年11月30日 
2.362% 

镇江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有限合伙人 9,500 2020年11月30日 
2.243% 

厦门柏原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7,500 2020年11月30日 
1.771% 

厦门信息集团资本运营有限

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 2020年11月30日 
1.181% 

哈尔滨哈投嘉信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 2020年11月30日 
1.181% 

无锡信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 2020年11月30日 
1.181% 

安吉方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5,000 2020年11月30日 
1.181% 

宁波燕创姚商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5,000 2020年11月30日 
1.181% 

广州盈添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5,000 2020年11月30日 
1.181% 

韩加荣 有限合伙人 10,000 2020年11月30日 
2.362% 

苏州汇伯壹号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5,000 2020年11月30日 
1.181% 

浙旅盛景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7,000 2020年11月30日 
1.653% 

 

备注：以上百分比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三位小数，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

数不符，是由于四舍五入所致。   



除公司以及中金资本之外其他合伙人基本情况：  
 

（1）青岛汇融启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3MA3QH0XH80 

注册资本：32701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河南中金汇融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09-02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北崂路1022号F1 

经营范围：基金管理；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从事股权投资管理及相关

咨询服务（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规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

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以上须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未

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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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厦门金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57503085XG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檀庄龙 

注册资本：2008452.6708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1-7-13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展鸿路82号厦门国际金融中心46层4610-4620单

元。 

经营范围：1、对金融、工业、文化、服务、信息等行业的投资与运营；2、

产业投资、股权投资的管理与运营；3、土地综合开发与运营、房地产开发经

营；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未禁止或规定需经审批的项目，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办理审批许可才能从事的经营项目，

必须在取得审批许可证明后方能营业。） 

（3）中金启融（厦门）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MA2YN8FE97 

注册资本：3001200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凯利维盛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10-25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翔云一路93号翔云楼310单

元B070 

经营范围：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运用本基金资产对未上市企业或股

权投资企业进行投资。  

（4）青岛西岸汇融启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1MA3QGGG25C 

注册资本：28001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河南中金汇融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08-30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车轮山路388号万鑫中央广场南栋1办公306室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股权投资（以上范围需经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登记）；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从事股权

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以上范围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均不得从事吸收

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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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厦门市翔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13678291630W 

注册资本：149466.74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邵开放 

成立日期：2009-02-06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厦门市翔安区莲亭路808号16#楼901单元 

经营范围：1、受翔安区政府委托对所属国有资产及其收益行使产权监督、

管理和经营；2、依法利用各种金融渠道筹集资金自主进行投资；3、参与土地

收储、工业园区、港口码头及物流园、路桥、市政工程及集贸市场的开发建设；

4、房地产的综合开发与经营，旅游景点的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5、受翔安

区政府委托经营其它项目（国家限制或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   

（6）启德智融（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2MA06W70W8P 

注册资本：5102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11-19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天津市津南区津南经济开发区（西区）香港街3号2号楼205-58 

经营范围：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

以及相关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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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0007415436008 

注册资本：8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曹子玉 

成立日期：2002-08-28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唐山市曹妃甸综合服务区（三加）金岛大厦D座 

经营范围：港口建设投资及投资管理；房屋、港口设施、设备租赁；为船

舶提供码头设施；港口经营；港口旅客运输服务；为委托人提供货物装卸、仓

储；从事港口设施、设备和港口机械的租赁、维修业务；企业管理服务；（以

下限分支机构经营）：输送机、装卸货物用机械、起重机械及部件的制造、安

装、维修；国内外船舶航修；水上辅助服务（船舶加水、接送检疫人员）；承

包境外港务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

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自动消防设施安装、施工；通信

电力及低压配电安装、电气安装、维修；综合布线；钢结构制造；锅炉非压力

容器部分维修；帆船、游艇、水上运动器材、救生设备、户外运动器材的销售、

租赁和维修；通信及有线广播、电视设计、施工、安装、维修；锅炉修理、改

造、安装；管道安装、维修；供水、供暖服务；计算机设计、开发、安装、维

修及咨询服务；餐饮服务、住宿、房屋设备租赁、清洁服务；日用百货、针纺

织品、卷烟、雪茄烟的销售；预包装食品、食用农产品零售；计量检定、核准

和检测（区域和项目以授权证书核定为准）；会议服务；职业卫生检测、油品

检测（凭资质证经营）；计量器具、仪器仪表及配件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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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四川欣闻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5676296514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戴文 

成立日期：2011-01-18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成都市锦江区红星中路二段70号17楼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

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商务服务业；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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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福建圣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723157307916W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傅芬芳 

成立日期：1993-01-16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光泽县十里铺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股权投资，畜、牧、禽、鱼、鳖养殖，茶果种植，

混配合饲料生产，肉鸡宰杀、销售，生产、销售食品塑料包装袋、纸箱，食品

加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和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

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根据对外贸易经营

者备案登记许可范围从事进出口业务，肥料的批发与零售、货物运输，员工接

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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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2038944463 

注册资本：40153.7099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游洪涛 

成立日期：1996-11-04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住所： 重庆市荣昌区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粉针剂、冻干粉针剂、小容量注射剂、片剂、硬胶

囊剂、颗粒剂、散剂、原料药、软胶囊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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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销售：医疗器械、卫生材料；新药技术成果转让、技术咨询，经营

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



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中药材研发及技

术推广；中药材种植及培育、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1）董淑君，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

150404************，住所地位于北京市。 

（12）深圳满溢通达科技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RE224P 

注册资本：1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高洁 

成立日期：2019-08-23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南社区深南中路3027号嘉汇新城汇商中心

3801A1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医疗器械、生物材料的技术研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健康养生管理咨询（不含医疗行为）；国内贸易；经营

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

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13）启智汇融（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13MA34P5EX5L 

注册资本：10001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河南中金汇融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0-09-17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厦门市翔安区马巷镇莲亭路808号701-25单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信用管理咨询服务；

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融资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4）西藏弘吉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19535381208XA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燕 

成立日期：2015-09-14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柳梧新区柳梧大厦2楼6室 

经营范围：对金融业、实业的投资（不得从事股权投资业务；不得以公开

方式募集资金、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产品或金

融衍生产品；不得经营金融产品、理财产品和相关衍生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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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厦门金圆展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3MA32PGYA2D 

注册资本：150000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厦门市金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04-23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厦门市思明区镇海路26号六楼Y区85单元 

经营范围：依法从事对非公开交易的企业股权进行投资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投资

咨询（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16）厦门市金创集炬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MA34RAMHX3 

执行事务合伙人：厦门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2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09-28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厦门市软件园三期诚毅北大街56号402-16 

经营范围：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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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17）厦门联塑联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13MA3514724Y 

注册资本：13060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广东联塑博润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11-09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厦门市翔安区马巷镇莲亭路808号701-33单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信用管理咨询服务；

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融资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8）华美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19286783K 

注册资本：138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祝丽娜 

成立日期：2000-01-26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广州市南沙区珠江街珠江一路48号三楼层X3017室 

经营范围：企业自有资金投资;资产管理（不含许可审批项目）;投资管理

服务。 

（19）镇江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1007115100239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周毅 

成立日期：1996-08-08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镇江市润州区南山路61号 

经营范围：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公有资产经营业务；经济信息咨询服务；企

业改组、改制、改造的策划；产权管理的业务培训；设备租赁；食用农产品

（初级）、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的批发（按《食品经营许可证》核定范围内

经营）；汽车、汽车配件、汽车用品的销售；汽车进出口销售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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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厦门柏原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13MA34NW7037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吴蕾 

成立日期：2020-09-16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厦门市翔安区莲亭路808号701-29单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信用管理咨询服务；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融资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1）厦门信息集团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11303078884B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陈烨辉 

成立日期：2015-01-30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象屿路97号厦门国际航运中

心D栋8层03单元A之八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资产管理（法律、法

规另有规定除外）；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除外）；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运用本基金资产对未上市企业或股

权投资企业进行投资；受托管理非证券类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受托对股

权投资基金进行管理运作及提供相关咨询服务；非证券类股权投资及与股权投

资有关的咨询服务（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22）哈尔滨哈投嘉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09MA1C6U2H6X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春江 

成立日期：2020-07-30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哈尔滨市松北区创新二路277号29层2909室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资产管理；企业管理；股权投资；

创业投资；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服务；投资咨询服务。 

（23）无锡信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0674440635K 

注册资本：14056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新 

成立日期：2008-04-22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 无锡市滨湖区胡埭工业园北区刘塘路9号 

经营范围：电气机械及器材、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的开发、制造、销售；

工业自动化控制软件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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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安吉方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23MA2D47YMXL 

执行事务合伙人：赵欣 

成立日期：2020-06-28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昌硕街道胜利西路38号第一国际城1幢18楼213

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专业

设计服务；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广

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图文设计制作(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5）宁波燕创姚商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1MA2GUGUC1Y 

注册资本：46010.994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燕园世纪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9-10-28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浙江省余姚市冶山路475号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创业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

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26）广州盈添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9UQLGJ7G  

执行事务合伙人：熊凌 

成立日期：2020-08-10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广州市天河区燕岭路89号1201房(仅限办公)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不含许可经营项目，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不得

经营）。 

（27）韩加荣，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

330102************，住所地位浙江省杭州市。 

（28）苏州汇伯壹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5MA1WAGM149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汇利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04-02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苏州高新区华佗路99号6幢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

资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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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浙旅盛景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MA27U09T54 

注册资本：4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健 

成立日期：2017-03-14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长寿路9号206室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

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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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基金备案情况：基金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基金

编号：SJK656。   

9、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未参与基金份额认购、未在基金中任职。   

（二）管理费   

（1） 从首次交割日起至投资期终止之日，年度管理费为该合伙人认缴出



资额的百分之二（2%）； 

（2） 投资期结束后，退出期内，年度管理费为该合伙人实缴出资额所分

摊的尚未退出的投资项目的投资成本的百分之一点五（1.5%）； 

（3） 合伙企业存续期限延长的，延长期内不收取管理费。 

 

（三）出资缴付   
 

本基金分多次缴付出资，首次缴付时间为2020年11月30日之前，剩余资金由

管理人根据投资进展通知全体有限合伙人缴付。  

 

（四）投资领域和退出机制  
 

合伙企业将主要对生物医药行业的各阶段的投资项目进行股权投资，并将重

点关注创新药、体外诊断、新型医疗器械、医疗信息化等领域。 

合伙企业投资退出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1）合伙企业协助被投资企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直接或间接首次公开发行

上市后出售部分或全部被投资企业或其关联上市公司股票而退出； 

（2）合伙企业直接出让部分或全部被投资企业股权、出资份额或资产实现

退出；以及 

（3）被投资企业解散清算后，合伙企业就被投资企业的财产获得清算分配。 

（五）收益分配与亏损分担   

 

1、企业的收益分配方式： 

（1）首先，实缴出资返还。百分之百（100%）向该有限合伙人进行分配，

直至该有限合伙人根据本第（1）段累计获得的收益分配总额等于其届时缴付至

合伙企业的实缴出资总额； 

（2）其次，业绩基准报酬分配。如有余额，百分之百（100%）向该有限合

伙人进行分配，直至其就上述第（1）段下累计获得的分配额获得按照单利百分

之八（8%）/年的回报率计算所得的业绩基准报酬（“业绩基准报酬”）。业绩

基准报酬的计算期间为该合伙人每一笔实缴出资额的付款到期日（如果实际缴

付之日晚于付款到期日，则以实际缴付之日为准）起至该等合伙人收回该部分

实缴出资额之日止；为免疑义，分期缴付或收回的，应当分段计算业绩基准报

酬； 

（3）然后，收益追补。如有余额，百分之百（100%）向执行事务合伙人进

行分配，直至按照本第（3）段向执行事务合伙人累计分配的金额等于该有限合



伙人根据上述第（2）段累计获得的业绩基准报酬及执行事务合伙人依照本第

（3）段获得的累计分配额之和的百分之二十（20%）； 

（4）最后，超额收益分配。如有余额，（a）百分之八十（80%）分配给该

有限合伙人，（b）百分之二十（20%）分配给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

人根据第（3）段和本第（4）（b）段所获得的分配称为“超额收益”，执行事

务合伙人也称为“超额收益主体”）。 

2、企业亏损的分担方式：合伙企业因项目投资产生的亏损在参与该项目投

资的所有合伙人之间根据投资成本分摊比例分担，合伙企业的其他亏损和债务

由所有合伙人根据认缴出资额按比例分担。  

（六）管理及决策机制   

执行事务合伙人（普通合伙人）对外代表企业。普通投资基金委托普通合伙

人中金资本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其他合伙人不再执行合伙企业事务，执行事务合

伙人有权对合伙企业的财产进行投资、管理、运用和处置，并接受其他普通合伙

人和有限合伙人的监督。不参加执行事务的合伙人有权监督执行事务的合伙人，

检查其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情况，并依照约定向其他不参加执行事务的合伙人报

告事务执行情况以及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收益归全体合伙人， 所

产生的亏损或者民事责任，由全体合伙人承担。   

   

四、投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在保证公司主营业务稳健发展的前提下，公司投资股权投资基金，可以有效

借助专业机构的投资能力、投资渠道及投资经验，进一步拓展公司投资领域，优 

化公司产业布局。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 

亦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五、风险提示   

1） 本次对外投资的合作协议尚未签署，并且股权投资基金尚需取得相关管

理部门的批准方可设立，最终签署协议或设立基金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2） 由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低的特点，公司本次投

资可能面临较长的投资回收期；  

3） 受宏观经济的影响、投资标的的选择、行业环境以及基金自身管理和技术



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效益的风险；  

4） 股权投资基金对外投资过程中将受政策、税收、经济周期、投资标的经营

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亦可能面临投资基金投资标的选择不当、决策失误、投资失

败及亏损等风险。  

 公司将及时关注本投资基金未来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上市公司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事项信息披露业务指引》等相

关要求，继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无锡信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月 0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