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3023

证券简称：威帝股份

公告编号：2021-001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成立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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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基金拟投资项目存在研发成果及收益达不到预期的风险。



公司的主营业务与产业基金拟投资项目不存在协同关系，存在相关经验不
足的风险。



产业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等特点，本次投资可能面临较长的
投资回报期。可能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收益、不能及时有效退出等风险。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公司承担的风险敞口以投资额为限。
同时存在公司后续扩大生产经营可能会出现资金不足的风险，以及产业基
金引入新的投资者失败，后续实缴资金无法到位的风险。



对原公告出资计划进行了更改和补充说明。原威帝丽水认缴出资额 5 亿元
变更为认缴出资额 2.5 亿元；原计划产业基金的第一期规模为 5 亿元，威
帝丽水认缴出资 4.95 亿元，首次缴付 1.98 亿元，更改计划后产业基金的
第一期规模为 5 亿元，威帝丽水认缴出资 2.5 亿元，首次出资 1.98 亿元，
后续 5200 万元出资，根据产业基金投资项目进度缴付。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成立产业基金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并于 2021 年 1 月 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
露了《关于投资成立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7 号），
为进一步说明投资者关心的情况，公司就上述公告中合作方情况及产业基金相关
情况等做如下补充更正说明。
更正内容：

原文为：
威帝股份拟以将在浙江省丽水市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威帝丽水”）
为出资方，使用自有资金不超过 5 亿元人民币与与上海久有川谷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久有川谷”）签署有限合伙协议，共同设立总规模 10 亿元人民
币的丽水威帝久有产业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威帝久有基金”）。威帝久有基金
分两期设立，每期规模为人民币 5 亿元。第一期基金将采取分期出资的形式，其
中威帝丽水认缴出资 4.95 亿元，首次缴付出资 1.98 亿元，其余出资由威帝股份
的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威帝股份的资金状况和产业基金的投资进度履行相
应的出资决策程序后进行缴付。
补充更正为：
威帝股份拟以将在浙江省丽水市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威帝丽水”）
为出资方，使用自有资金不超过 2.5 亿元人民币与与上海久有川谷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久有川谷”）签署有限合伙协议，共同设立总规模 10 亿元人
民币的丽水威帝久有产业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威帝久有基金”）。威帝久有基
金分两期设立，每期规模为人民币 5 亿元。第一期基金将采取分期出资的形式，
其中威帝丽水认缴出资 2.5 亿元，首次缴付出资 1.98 亿元，其余出资由威帝股
份的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威帝股份的资金状况和产业基金的投资进度履行
相应的出资决策程序后进行缴付。
原文为：
基金规模：本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拟定为人民币 5 亿元（大写：人民币伍
亿元）（具体份额及出资金额、比例以最终签署的《合伙协议》为准）。其中有
限合伙人威帝丽水子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4.95 亿元（大写：人民币肆亿玖仟伍
佰万元），普通合伙人上海久有川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本产业投资基金认缴出
资人民币 500 万元（大写：人民币伍佰万元）。
第一次缴付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2 亿元（大写：人民币贰亿元），其中有限合
伙人威帝丽水子公司缴付人民币 1.98 亿元（大写：人民币壹亿玖仟扒佰万元）；
普通合伙人久有川谷缴付人民币 200 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佰万元）。在本合伙
企业募集监管账户开立完成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完成缴付。

后续人民币 3 亿元（大写：人民币叁亿元）缴付出资，双方根据投资项目进
度缴付。
补充更正为：
1、产业基金的第一期规模为 5 亿元，威帝丽水认缴出资 2.5 亿元，第一次
缴付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2 亿元，其中有限合伙人威帝丽水缴付人民币 1.98 亿元；
普通合伙人久有川谷缴付人民币 200 万元。在本合伙企业募集监管账户开立完成
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完成缴付。后续威帝丽水认缴 5200 万元出资，根据产业基金
投资项目进度缴付。产业基金的一期剩余资金将引进新的投资者认缴和出资。
2、产业基金的第二期规模为 5 亿元，对于该 5 亿元出资将引进其他社会投
资者完成认缴和出资。
3、如果未来产业基金发展需要追加投资，公司会按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审批
流程及信息披露的的相关义务。
原文为：
合伙人拟认缴情况：
序号

出资人名称

合伙人性质

认缴比例

认缴金额

进度情况

（万元）
1

久有川谷

普通合伙人

1%

500

已确认

2

威帝丽水

有限合伙人

99%

49500

已确认

总计

-

-

100%

50000

-

认缴比例

认缴金额

进度情况

补充更正为：
合伙人拟认缴情况：
序号

出资人名称

合伙人性质

（万元）
1

久有川谷

普通合伙人

1%

252

已确认

2

威帝丽水

有限合伙人

99%

25000

已确认

总计

-

-

100%

25252

-

其中首次威帝丽水缴付 1.98 亿元出资，久有川谷缴付人民币 200 万元。
补充内容如下：

一、上海久有川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股权结构

（二）管理的基金情况
1、上海勇崆商务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名称
上海勇崆商务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编码
SJM473
基金类型
股权投资基金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衡路 180 弄 2 号 402 室
基金注册地
基金成立日期
2019.11.25
基金到期日期
2024.11.24
认缴金额（万元）
2323.2300
已实缴金额（万元）
2300.0000
2、上海乐焱商务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基金名称
上海乐焱商务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基金编码
SY7359
基金类型
股权投资基金
基金注册地
上海市浦东新区宣桥镇宣秋路 139 号 1 幢
基金成立日期
2017-07-28
基金到期日期
2032-07-27
认缴金额（万元）
4,400
已实缴金额（万元）
4,100

3、张家口北方硅谷久有产业综合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名称
基金编码
基金类型
基金注册地

张家口北方硅谷久有产业综合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SD3812
股权投资基金
张家口市桥东区站前东大街 28 号河北国控北方硅谷高科新城 11 号楼

3层

基金成立日期
基金到期日期
认缴金额（如有）
已实缴金额

2014-01-23
2034-01-22
101,000
20,200

4、上饶久有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名称
基金编码
基金类型
基金注册地
基金成立日期
基金到期日期
认缴金额（万元）
已实缴金额（万元）

上饶久有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尚未完成备案）
股权投资基金
江西省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兴园大道 32 号双创科技城 7 号楼
6楼
2020 年 12 月 04 日
2030 年 12 月 03 日
100,000
0

5、青岛川久愿景三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名称
基金编码
基金类型
基金注册地
基金成立日期
基金到期日期
认缴金额（万元）
已实缴金额（万元）

青岛川久愿景三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尚未完成备案）
股权投资基金
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姜山镇阳青路 32 号 5-302
2020 年 11 月 24 日
2050 年 11 月 23 日
3313.15
0

（三）刘小龙的基本情况：
刘小龙先生为上海久有川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有川谷”）的
实际控制人，刘小龙先生 1990 年起参与浦东新区开发建设，历任外高桥保税区
新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A 股上市公
司：600895）、上海市科协常委、上海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
区管委会副主任；在张江高科技园区担任管委会副主任期间，领导建立了张江标
杆孵化器系统，对生物医药、医疗器械、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和人工智能等张江
主导产业的创新企业给予孵化和加速的支持；同时组建并担任张江科投基金、张
江浩成基金与张江汉世纪基金董事长及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在新能源、ICT、
生物医药与器械、新媒体等领域先后投资、管理、IPO 上市或成功退出二十余个
项目。
二、产业基金的相关情况

（一）投资的目的
本产业基金投资设立的目的是获取一定投资收益的财务性投资。通过参与设
立丽水威帝久有一期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暂定名，以下简称“产
业基金”），充分利用专业基金管理团队的投资经验和风险控制体系，围绕高端
装备、智能制造和大健康产业链上下游进行项目投资。
（二）拟投资项目的计划
鉴于产业基金尚未完成工商设立、募集、备案等程序，无法对外开展投资活
动，目前没有确定的投资项目，尚未与任何企业签订书面的投资协议。
（三）投资期限 10 年的原因
鉴于产业基金投资的项目所处发展阶段不同，早期的初创型企业培育往往需
要长期跟踪，所以产业基金的投资期限为十年，其中前五年为投资期，第六年到
第十年为管理期和退出期，管理期和退出期管理人不收取管理费。
（四）损失的承担
产业基金的亏损分担，按如下约定方式操作：
（1）若亏损在有限合伙的总认
缴出资额范围内，由合伙人按各自出资比例承担。
（2）若亏损超过有限合伙的总
认缴出资额，则对于超出部分，由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五）产业基金的审批
本产业基金采取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形式，执行事务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
需要先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注册。待基金募集完成后，需向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递交基金备案申请，备案通过后方可正式对外开展投资。除此之外不需
要其他部门审批。
本次产业基金投资成立的前提条件为《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产业基金设立的《关于投资成立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须经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且出于谨慎原则考虑控股股东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财务的影响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公司承担的风险敞口以投资额为限，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目前产业基金尚未成立，公司无法确定是

否将基金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对是否纳
入合并报表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丽水久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丽水久有基金”）
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其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股权投资；信息咨询服务（不
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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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基金为上市公司参与投资设立的产业基金，产业基金的经营范
围：以最终审批的工商登记为准。
控股股东承诺：控股股东与产业基金之间无利益输送，控股股东不利用自身
的决策和控制优势从事损害公司及其他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的行为且不会影响
公司的独立性。
四、风险提示
产业基金在未来的投资运营过程中将受到经济环境、行业周期、投资标的经
营管理、交易方案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及风险，包括但不限于：
1、产业基金拟投资项目均属于研发导向型的高科技企业，前期研发投入较
大，培育期长，存在研发成果及收益达不到预期的风险。
2、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汽车电子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与销售，对本次参
与投资设立的产业基金围绕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和大健康产业链上、下游进行项
目储备，目前不存在协同关系，存在相关经验不足的风险。
3、产业基金投资的项目所处发展阶段不同，早期的初创型企业培育往往需
要长期跟踪，所以产业基金的投资期限为十年，其中前五年为投资期，第六年到
第十年为管理期和退出期，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等特点，本次投资可能
面临较长的投资回报期。可能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收益、不能及时有效退出等风险。
4、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公司承担的风险敞口以投资额为
限。同时存在公司后续扩大生产经营可能会出现资金不足的风险，以及产业基金
引入新的投资者失败，后续实缴资金无法到位的风险。
5、发生不可抗力事件等其他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产业基金的投资运作情况，督促防范投资风险，并按照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继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