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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16             证券简称：广电电气             公告编号：2020-025 

 

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认购基金份额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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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标的名称：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启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

定名，最终名称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以下简称“合伙企业”） 

 2、投资金额：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电电气”

或“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381.84 万元投资合伙企业份额。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本次事项已经公司总裁办公会审议批准，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审议。 

4、风险提示：合伙企业在后续经营、管理过程中将受到宏观经济、行业周

期、投资标的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存在因项目实施、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以及

退出等多方面风险因素。合伙企业尚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私募投资

基金备案手续，存在无法完成备案的风险。公司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推动公司发展战略稳步实施，拓展公司战略投资方向并储备战略投资机

会，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381.84 万元投资合伙企业份额。

2020 年 12 月 3 日，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签署了《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启安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合伙企业目标募

集规模为人民币 14,600.80 万元，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 381.84 万元，出资比例为

2.62%，出资方式为现金出资。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本次事项已经总裁办公会审议批准，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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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金管理人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创赛（常州）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0331154493J 

3、登记编号：P1025240 

4、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5、注册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西太湖科技产业园兰香路 8 号 

6、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15 年 3 月 11 日 

8、经营范围：创业投资管理；资本管理；投资管理；经济信息咨询（不含

限制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投资咨询；股权投资管理；受托资

本管理；实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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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19 年底，创赛（常州）创业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总资产 390.64 万元、净资产 70.33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196.14

万元、净利润-28.24 万元。 

三、基金的基本情况 

1、名称：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启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

最终名称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 

2、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基金认缴规模：人民币 14,600.8036 万元 

4、成立日期：2019 年 4 月 26 日 

5、合伙期限：10 年 

6、执行事务合伙人：朱莉萍 

7、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 号 1 幢 401 室 A 区

C1748 

8、经营范围：股权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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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合伙人及出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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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别 

 朱莉萍 100.00  0.68% 普通合伙人 

亚东平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926.49  26.89% 有限合伙人 

济南市股权投资母基金有限公司 1,794.64  12.29% 有限合伙人 

杭州浙商成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580.09  10.82% 有限合伙人 

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030.97  7.06% 有限合伙人 

湖州尤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17.86  4.92% 有限合伙人 

常州润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93.69  8.17% 有限合伙人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 561.30  3.84% 有限合伙人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38.39  3.69% 有限合伙人 

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81.84  2.62% 有限合伙人 

于玉梅 358.93  2.46% 有限合伙人 

山东招金集团有限公司 381.84  2.62% 有限合伙人 

茅惠新 179.46  1.23% 有限合伙人 

兰州博超物资有限公司 152.74  1.05% 有限合伙人 

爱仕达集团有限公司 114.55  0.78% 有限合伙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丰好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14.55  0.78% 有限合伙人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107.68  0.75% 有限合伙人 

钱苏醒 107.68  0.75% 有限合伙人 

苏州友财汇赢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7.68  0.75% 有限合伙人 

俞洪泉 107.68  0.75% 有限合伙人 

蔡建强 100.00  0.68% 有限合伙人 

共青城青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  0.68% 有限合伙人 

江苏天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0.68% 有限合伙人 

李小林 100.00  0.68% 有限合伙人 

孙爱东 100.00  0.68% 有限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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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别 

吴启元 100.00  0.68% 有限合伙人 

俞越蕾 100.00  0.68% 有限合伙人 

杭州锦江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0.68% 有限合伙人 

共青城鸿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  0.68% 有限合伙人 

唐斌 142.74  0.98% 有限合伙人 

合计 14,600.80  100%  

 

四、合伙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朱莉萍 

1、身份证号码：3204************** 

2、住所：江苏省常州市 

3、朱莉萍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 

（二）有限合伙人 

1、亚东平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时间：2020 年 10 月 19 日 

（3）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唐斌 

（5）地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亚东县城东路 8 号   

（6）经营范围：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市

场营销策划（以上经营范围以登记机关核定为准） 

（7）亚东平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相

关利益安排。 

2、济南市股权投资母基金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时间：2014 年 3 月 7 日 

（3）注册资本：99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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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定代表人：艾传东  

（5）地址：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12111 号中润世纪中心 2 号楼 13 层  

（6）经营范围：从事政府授权范围内的股权投资母基金及管理，咨询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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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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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济南市股权投资母基金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

在相关利益安排。 

3、杭州浙商成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2）成立时间：2015 年 10 月 27 日 

（3）注册资本：428375 万元人民币 

（4）执行事务合伙人：浙江浙商成长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文一西路 1500 号 6 幢 4 单元 763 室 

（6）经营范围：服务：私募股权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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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杭州浙商成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与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 

4、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时间：1993 年 12 月 3 日 

（3）注册资本：107362 万元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黄一新  

（5）地址：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 

（6）经营范围：黑色、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金属结构制造；耐火材

料制品、普通机械制造；炼钢技术咨询、推广服务；项目投资管理服务；冶金原

材料、五金交电、橡胶制品、木材、日用百货销售；物业管理；房屋租赁；提供

劳务服务；保洁服务；停车服务（限经批准的分支机构经营）；会务服务；洗染

服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仓储）；住宿、制售中餐、美容美发服务、机动车

维修服务，以上项目限取得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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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相关利

益安排。 

5、湖州尤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2）成立时间：2015 年 8 月 27 日 

（3）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4）执行事务合伙人：茅惠新  

（5）地址：浙江省湖州市泊月湾 17 幢 A 座-11 

（6）经营范围：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7）湖州尤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 

6、常州润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2）成立时间：2017 年 5 月 18 日 

（3）注册资本：5600 万元人民币 

（4）执行事务合伙人：庄建成  

（5）地址：常州市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雅路 18 号 277 室 

（6）经营范围：实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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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润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

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 

7、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时间：1996 年 5 月 14 日 

（3）注册资本：13738.247096 万元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李宏安  

（5）地址：西安市临潼区代王街办 

（6）经营范围：分布式能源及能源互联一体化项目的设计、技术研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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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总包、建设及运营管理；仓储、普通货物道路运输；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经营。

(上述经营范围涉及许可项目的，凭许可证明文件或批准证书在有效期内经营，

未经许可不得经营）   

（7）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

相关利益安排。 

8、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07 年 6 月 18 日 

（3）注册资本：355000 万元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车建兴  

（5）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临御路 518 号 6 楼 F801 室 

（6）经营范围：为所投资企业提供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商品信息咨

询；为经营家居卖场提供设计规划及管理服务；家具、建筑材料（钢材除外）、

装饰材料的批发，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展览展示服务。（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

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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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

存在相关利益安排。 

9、于玉梅，女，身份证号码：3211**************，住所：江苏省丹阳市。

于玉梅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 

10、山东招金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时间：1992 年 6 月 28 日 

（3）注册资本：120000 万元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翁占斌  

（5）地址：山东省招远市盛泰路北埠后东路东  

（6）经营范围：金矿勘探（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矿山机械制修；新材料、新工艺及节能技术推广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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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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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山东招金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相关利

益安排。 

11、茅惠新，身份证号码：3305**************，住所：浙江省湖州市。茅

惠新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 

12、兰州博超物资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时间：2016 年 5 月 11 日 

（3）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王警霄  

（5）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张掖路街道庆阳路 426 号一单元 17 层 1704

室 

（6）经营范围：机械设备销售及租赁（不含金融租赁业务）；焦炭、兰炭、

煤炭（不在兰州市区销售和储存）、矿产品（不含国家禁止及需专项审批的项目）、

天然气[富含甲烷的]、溶剂油[闭杯闪点≤60℃]柴油[闭杯闪点≤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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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博超物资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相关利

益安排。 

13、爱仕达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时间：2004 年 5 月 28 日 

（3）注册资本：12800 万元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陈灵巧  

（5）地址：温岭经济开发区产学研园区 

（6）经营范围：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投资业务；物业管理服务；

轴承、齿轮、传动和驱动部件制造；机电产品、贵金属、其他金属及非金属材料、

化工原料、化工产品（以上两项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销售。   

（7）爱仕达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

安排。 

14、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丰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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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2）成立时间：2018 年 1 月 2 日 

（3）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陈美香  

（5）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 号 1 幢 401 室 A 区 B0647 

（6）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7）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丰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与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 

15、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07 年 6 月 19 日 

（3）注册资本：21097.96 万元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金红萍 

（5）地址：江苏省吴江汾湖经济开发区汾越路 288 号、388 号 

（6）经营范围：起重机械、建筑机械、工程机械、港口机电设备、立体仓

库、自动化物流仓储系统、物料搬运和输送系统、机电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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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相

关利益安排。 

16、钱苏醒，身份证号码：3305**************，住所：上海市黄浦区。钱

苏醒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 

17、苏州友财汇赢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2）成立时间：2016 年 4 月 14 日 

（3）注册资本：40000 万元人民币 

（4）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友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地址：苏州工业园区加城花园中新大道西 128 号幢 9D 室 A08 办公室 

（6）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创业投资、项目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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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苏州友财汇赢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

存在相关利益安排。 

18、俞洪泉，身份证号码：3210**************，住所：江苏省江都市。俞

洪泉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 

19、蔡建强，身份证号码：3101**************，住所：上海市长宁区。蔡

建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 

20、共青城青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2）成立时间：2020 年 7 月 9 日 

（3）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4）执行事务合伙人：沈菊林  

（5）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基金小镇内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项目投资，实业投资。 

（7）共青城青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

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 

21、江苏天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时间：2017 年 3 月 9 日 

（3）注册资本：53500 万元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朱泽峰  

（5）地址：丹阳市丹北镇后巷滨江大道北 

（6）经营范围：从事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财管管理

咨询、商务信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 

（7）江苏天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相

关利益安排。 

22、李小林，3305**************，住所：浙江省湖州市。李小林与公司不

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 

23、孙爱东，3326**************，住所：福建省厦门市。孙爱东与公司不

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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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吴启元，3301**************，住所：浙江省杭州市。吴启元与公司不

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 

25、俞越蕾，3306**************，住所：浙江省新昌县。俞越蕾与公司不

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 

26、杭州锦江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时间：1993 年 3 月 17 日 

（3）注册资本：99000 万元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张建阳  

（5）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湖墅南路 111 号锦江大厦 20-22F 

（6）经营范围：服务：实业投资，股权投资，接受企业委托从事资产管理，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财务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企业总

部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含下属分支机构的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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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锦江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相关利

益安排。 

27、共青城鸿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2）成立时间：2020 年 10 月 14 日 

（3）注册资本：1500 万元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马海燕  

（5）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基金小镇内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项目投资，实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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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7）共青城鸿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

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 

28、唐斌，3622**************，住所：上海市闸北区。唐斌与公司不存在

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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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1、合伙人出资 

合伙人应在缴付期限内、按照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的通知一次性缴付出

资。执行事务合伙人要求有限合伙人缴付出资的，应按本协议约定的通知地址或

电子邮件向有限合伙人发出出资通知，列明应缴付出资的金额、缴付日期以及合

伙企业的银行账户信息，有限合伙人应按照该出资通知的要求及时缴付出资。 

2、合伙人权责 

每位合伙人的全部实缴出资以及该实缴出资以合伙企业名义所作投资而实

现的任何及全部投资收益和依法取得的其他财产均为合伙企业财产。合伙企业对

其债务，应先以合伙企业全部财产进行清偿。在合伙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合伙企

业的全部债务时，普通合伙人对该等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

缴的出资额为限对该等债务承担责任。 

3、利润分配及分配方式 

合伙企业投资收益包括：合伙企业因处置任何投资项目或其他形式财产的全

部或部分而取得的现金或其它形式收入，及合伙企业因其投资而获得的股息、利

息以及其他分配所产生的当期现金收益。合伙企业取得的可分配收入指合伙企业

的投资收益，在扣除本协议约定的合伙企业应承担的费用后的部分，合伙企业的

分配仅以可分配收入为限作出。 

4、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方法 

合伙人违反本协议的，应当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及本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协议受中国法律管辖。合伙人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的，合伙人可以通过协商或者

调解解决。不愿通过协商、调解解决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合伙企业住

所地人民法院起诉。 

六、本次对外投资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本次事项已经公司总裁办公会审议批准，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

议。 

七、本次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将有利于推动公司发展战略稳步实施，进一步拓宽公司战略投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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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和渠道，储备潜在战略投资机会；本次对外投资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八、风险提示 

合伙企业在后续经营、管理过程中将受到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等

多种因素影响，可能存在因项目实施、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以及退出等多方面风

险因素。合伙企业尚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手续，

存在无法完成备案的风险。公司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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