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122        证券简称：*ST天马        公告编号：2021-001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为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提高公司盈利水平，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控股公司北京热热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热热文化”）作为有限合伙人与管理合伙人上海翎贲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及其他有限合伙人于 2021 年 1 月 6 日签署《南京翎贲连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共同设立南京翎贲连连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伙企业”）。该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 5,700

万元，其中热热文化以自筹资金认缴出资额 500 万元，出资比例为 8.77%。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

易》等的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需董事会审议，亦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

不构成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4、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没有参与合伙企业的投资，亦未在合伙企业中任职。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南京翎贲连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主要经营场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万寿路 15 号 D4 栋

B-121 

3、企业规模：不超过 5700 万元 

4、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5、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翎贲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创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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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范围以企业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登记

的经营范围为准)。 

7、合伙期限：自首次交割日起算的第伍(5)个周年日止。其中，自首次交割

日起算的前叁(3)个周年为投资期（“投资期”），后贰(2)个周年为退出期（“退出

期”）。 

8、合伙人结构 

编号 名称或姓名 合伙人性质 

1 上海翎贲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2 北京热热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 北京燕园融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 北京华昊泰达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 赵正讷 有限合伙人 

6 智富汇华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7 辽宁九江实业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9、出资方式：货币出资 

10、出资进度安排： 

本协议签订后，执行事务合伙人将向各合伙人发出出资缴付通知，各合伙人

应于收到出资缴付通知书之日按照出资缴付通知书的要求支付实缴资本。合伙人

同意具体实缴出资以执行事务合伙人发送的出资缴付通知为准，执行事务合伙人

有权决定本合伙企业不按同比例出资。 

11、会计核算方式：执行事务合伙人按照《企业会计制度》和其他有关规定

为合伙企业制定会计制度和程序，本合伙企业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12、投资方向：专项用于认购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翠微

股份，股票代码：603123）定向发行的股票。 

13、退出机制：将根据拟投资项目公司的发展情况择机退出。 



三、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企业名称：上海翎贲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230324521988B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编码：P1062596（已在中国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 

成立时间：2015-02-03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崇明县崇明县长兴镇潘园公路 1800 号 2 号楼 7160 室(上海泰

和经济发展区) 

法定代表人：吴栩清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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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南京翎贲沐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 40%股权，

北京咏君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 30%股权，上海昭离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 30%股

权。 

其他说明：上海翎贲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股东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或利益安排；上海翎贲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其他参与成立合伙企业的投资人之间

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不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上海翎贲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有限合伙人 

1、北京热热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7MA0090L695 

法定代表人：徐朝晖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10-21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 160 号 3 层二区 306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会议服

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承办展览展示活动；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广告；旅游信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不含投资咨询）；销售工艺品、

办公用品、家具（不从事实体店铺经营）、服装服饰、针纺织品、箱包、鞋帽、

花卉、珠宝首饰、玩具、电子产品、家用电器、日用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演出经纪；销售食品；出版物零

售。（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食品、出版物零售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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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徐州长华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持有其 66.67%股

权，为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热热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北京燕园融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3302952512 

法定代表人：景百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01-15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温泉镇中央档案馆西侧办公区(原大自然山庄)008 号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策划、设

计；技术推广、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教育咨询；公共关

系服务；翻译服务；会议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营业性演出）；承

办展览展示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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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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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自然人陈士兰持有其 60%股权，自然人刘红梅持有其 10%股权，

自然人李文录持有其 10%股权，景春峰持有其 10%股权，晓岭持有其 10%股权。

自然人陈士兰为实际控制人。 

其他说明：北京燕园融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股东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

系或利益安排；北京燕园融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不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北京燕园融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北京华昊泰达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U5U49B 

法定代表人：董锡荣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08-12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 80 号中央液态冷热源环境系统产业基地项目

B 区 2 号楼 3 层 301-05 号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服

务；计算机系统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软件开发；软件咨询；数

据处理；教育咨询（中介服务除外）；经济贸易咨询；公共关系服务；会议服务；

企业策划、设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市场调查；企业管理咨询；承

办展览展示活动；文艺创作；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营业性演出）；自然

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农业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

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销售家用电器、电子产品（不得从事实体店铺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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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北京华服启天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其他说明：北京华昊泰达科技有限公司及其股东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或利益安排；北京华昊泰达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不直接或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北京华昊泰达科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赵正讷 

身份证号：3202811990******** 

赵正讷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

不存在关联关系。 

赵正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智富汇华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11835718A 

法定代表人：李妍婷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08-15 

住所：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桔塘社区桔岭新村 243 号办公综合楼 201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电子产品、五金产品、塑胶产品、通信设备、

照明灯具、配电柜、电源开关、安防监控设备的研发、销售、上门安装及维修；

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计算机软硬件、通讯产品、办公自动化设备的研发与销售；

通信工程施工；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

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无 

股权结构：自然人李妍婷持有其 99%股权，为实际控制人；自然人金宗辉持

有其 1%股权。 

其他说明：智富汇华实业（深圳）有限公司及其股东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

系或利益安排；智富汇华实业（深圳）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不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智富汇华实业（深圳）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辽宁九江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14216043555075 



法定代表人：马延明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15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8-03-24 

住所：绥中县西甸子镇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粮食收购，食品生产，饲料生产，食品经营，货物进

出口，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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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粮油仓储服务，谷物销售，豆及薯类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畜牧渔

业饲料销售，初级农产品收购，农副产品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国内货物运输

代理，无船承运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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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自然人谢计娟持有其 33.33%股权，自然人王玉鹏持有其 33.33%

股权，自然人刘大志持有其 33.33%股权。 

其他说明：辽宁九江实业有限公司及其股东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

益安排；辽宁九江实业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不直接或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 

辽宁九江实业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合伙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1、合伙企业名称：南京翎贲连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合伙企业总规模：本合伙企业的规模不超过 5700 万元。全体合伙人同意

按照附件一规定的各合伙人各自出资额认缴出资。 

3、合伙人构成：本合伙企业共由 7 名合伙人组成，其中普通合伙人 1 名，

有限合伙人 6 名。各合伙人及其出资情况如下表： 

序号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合伙人性质 
认缴出资

额（万元） 

出资 

比例 

1 上海翎贲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 1.75% 



2 北京热热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 8.77% 

3 北京燕园融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500 43.86% 

4 北京华昊泰达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 1.75% 

5 赵正讷 有限合伙人 1,000 17.54% 

6 智富汇华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 17.54% 

7 辽宁九江实业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 8.77% 

合计 5,700 100% 

4、管理及决策模式 

全体合伙人签署本协议一致同意普通合伙人上海翎贲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担

任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拥有《合伙企业法》及本协议所

规定的执行合伙事务的权利。 

合伙企业的投资决策由投资决策委员会作出，并由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执行。

投资决策委员会设 3 个委员席位，全部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本合伙企业的所

有投资决策均应经 3 名投资委员会委员同意，并以书面方式作出。 

5、费用承担 

合伙企业直接自行承担的费用包括与合伙企业之设立、运营、终止、解散、

清算等相关费用，如开办费、管理费、托管费，行政服务费，印花税、审计费、

律师费、诉讼费和仲裁费以及其他未列入前述内容但一般而言应归入合伙日常运

营费用之内的费用。 

6、收益分配 

现金分配：合伙企业取得的项目投资的现金收入包括但不限于利息、股息、

红利、股权转让所得、股票出售所得、投资退出所得等。合伙企业在存续期间，

按投资项目退出进行分配；除本协议约定的情形外，合伙企业应在投资项目退出

或/及投资项目有相应现金流分配之日起二个月内进行投资项目的收益分配；合



伙企业存续期间，项目投资收入以外的其他可分配收入（不含出资违约金），应

于每年的第一季度完毕之前按照全体合伙人的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非现金分配：在合伙企业清算之前，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尽其最大努力将合伙

企业的投资变现、避免以非现金方式进行分配；但如执行事务合伙人自行判断认

为非现金分配更符合全体合伙人的利益并经合伙人会议批准，则执行事务合伙人

可以非现金方式进行分配。清算前，非现金分配限于公开交易的有价证券，并以

自分配完成之日前十五个证券交易日内该等有价证券的平均收盘价格确定其价

值，尽管有前述规定，未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通过，合伙企业不得进行其他非

现金资产的分配。 

7、权益转让 

有限合伙人的合伙权益转让：经过执行事务合伙人同意，有限合伙人可向第

三方转让合伙权益。如果执行事务合伙人批准该转让，则执行事务合伙人将在转

让完成后三十日内向全体合伙人发送通知，告知合伙权益转让事宜，除转让方的

关联方之外的其他有限合伙人对该等转让无优先受让权；相应受让方应符合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合格投资者”的规定。 

普通合伙人的合伙权益转让：普通合伙人的合伙权益在经非关联合伙人一致

同意后方可转让，否则合伙企业进入清算程序。 

8、入伙及退伙 

入伙：本合伙企业封闭式运作，备案通过后不允许新合伙人入伙（通过份额

转让形式新增入伙除外）； 

退伙：（1）除本协议有特殊约定之外，经执行事务合伙人同意，有限合伙人

可转让其持有的合伙企业权益从而退出合伙企业，此外，有限合伙人不得提出退

伙或提前收回实缴出资额的要求；执行事务合伙人可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强制取

消出资逾期的违约合伙人的出资资格，并要求违约合伙人办理退伙手续；（2）普

通合伙人承诺，除非本协议另有明确约定，在合伙企业按照本协议约定解散或清

算之前，普通合伙人始终履行本协议项下的职责；在合伙企业解散或清算之前，

不要求退伙，不转让其持有的合伙企业权益；其自身亦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主动解

散或终止。发生合伙协议规定的特定情形，合伙人当然退伙。 

9、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本协议各方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各方公章，且自然人（如有自然人作为合伙人）本人签名

之日起生效。 

10、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 

合伙协议及其与之相关的争议适用中国法律。 

因本协议引起的及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首先应由相关各方之间通过友

好协商解决；如相关各方不能协商解决，任何一方均应向本协议签署地人民法院

起诉；在诉讼过程中，合伙人应继续履行其本合伙协议项下除诉讼所涉义务和标

的外的各自义务。 

五、合伙企业募资情况 

截至 2021 年 1 月 7 日本公告出具时，合伙企业的所有合伙人进行了实缴出

资，募集资金总额共计为 5,610 万元，其中 6 名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共计 5,600

万元，普通合伙人实缴出资 10 万元。 

六、本次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近年来，消费成为了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百货零售行业作为国民经济

中的重要行业之一，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同时我国支付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监

管机构对第三方支付机构从严监管，因此第三方支付的牌照含金量亦趋提高。北

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推出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北京海科融通支付服

务股份有限公司 98.2975%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定增方案，将推进其百货零

售主业的转型升级，积极拓展新零售业态、新生活领域，促进生活与科技的融合，

实现传统业务的优化升级，最终增强翠微股份综合实力。因此公司基于对翠微股

份未来发展的信心，特成立合伙企业专项用于认购翠微股份定向发行的股票，以

期增强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 

2、本次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由于合伙企业认购的是已上市公司定向发行的股票，因此存在着在发行的标

的股票上市后股价波动的风险。 

3、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进行对外投资，是为了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提高公司盈利水平，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本次投资不会对公司短期内的经营

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投资不会导致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 

七、其他事项 

1、除本次已签署及前期已公开披露的协议外，公司不存在与管理人上海翎

贲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他有限合伙人其他未披露的协议。 

2、在本次与管理人上海翎贲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他有限合伙人共同投资

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 

《南京翎贲连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1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