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14 

 

股票简称：浙大网新           证券代码：600797           编号：2021-011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拟参与投资设立股权投资基金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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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参与投资设立杭州网新花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

称，以工商主管部门最终核定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投资基金”或“合伙

企业”）。 

 投资基金募集规模为人民币 25,000 万元，其中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

人民币 12,000 万元。 

 本次拟投资事项涉及与关联人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关联交易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与本次共同投资的关联方发生除日常关联交易之外的

关联交易，相关日常关联交易累计金额未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未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 

 风险提示： 

 投资基金目前尚处于筹备阶段，尽管各合作方已就共同设立股权投资基

金事项达成共识，但各方尚未正式签署合伙协议，且该股权投资基金需

在各合伙人均履行完毕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并获得批准后方可成立。 

 投资基金尚处于筹划设立阶段，尚未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基金尚需取得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实施过程存在不确定性。 

 投资基金投资周期较长、流动性较低，公司本次投资可能面临较长的投

资回报期。 

 投资基金投资过程中可能将受到宏观经济、行业政策、标的公司经营状



 

2 / 14 

 

况等多种因素影响，所投项目存在不同程度风险，且无最低收益承诺，

可能存在整体收益水平无法实现预期效益、不能及时有效退出的风险。 

 若合伙企业出现亏损，则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需以认缴出资额为限承担

亏损等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为加速浙江大学计算机创新技术研究院领先技术的产业化进程，培育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和数字经济，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公司拟联合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新集团”）、杭州鑫网股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

网投资”）、浙江网新银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新银通”），以浙江大

学计算机创新技术研究院专家为技术顾问班底，共同出资设立杭州网新花港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称，以工商主管部门最终核定的名称为准）。 

投资基金将聚焦新媒体、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科技及文化产业领

域，募集规模为人民币 25,000 万元，其中鑫网投资作为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人

民币 1,000 万元，网新集团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人民币 8,000 万元，网新银

通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人民币 4,000 万元，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人

民币 12,000 万元。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二）关联关系 

网新集团过去十二个月内为公司控股股东，且目前仍持有公司 10.19%的股

权，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和 10.1.6 条，网新集团系公司关联法人。 

公司董事史烈先生、沈越先生、赵建先生、张四纲先生在网新银通控股股东

杭州网新信息控股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网新集团之高级管理人员吴晓农先生

在网新银通、鑫网投资控股股东浙江中网银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10.1.5 条和 10.1.6 条，网新银通、鑫网投资

系公司关联法人。 

本次拟投资事项涉及与关联人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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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过去 12 个月内与上述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与鑫网投资、网新银通发生关联交易，未与网新集团

发生除日常关联交易之外的关联交易。2020 年度，公司与网新集团发生的日常

关联交易累计金额未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 5%。 

 

二、主要交易方基本情况介绍 

（一）普通合伙人和基金管理人 

（1）公司名称：杭州鑫网股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日期：2020 年 01 月 16 日 

（3）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4）注册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元帅庙后 88 号 252 室-1 

（5）法定代表人：谢文莉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服务：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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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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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主要股东情况： 

鑫网投资实际控制人为张灿洪，股权穿透情况如下： 

1）鑫网投资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浙江中网银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 100% 

2）浙江中网银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杭州网新信息控股有限公司 4,000 40.4040% 

杭州合创君业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440 34.7475% 

杭州万林企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2,460 24.8485% 

合计 9,900 100% 

3）杭州网新信息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杭州网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92 19.20% 

浙江大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6.8 10.68% 

唐氏（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90 9.00% 

网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80 8.00% 

https://www.qcc.com/firm/0f47e4717f735eb2c79234c20471f707.html
https://www.qcc.com/firm/c4d11518b8042ec16be2adecc6989177.html
https://www.qcc.com/firm/84cb25e8aa270f9be783cd2f23fa4b5b.html
https://www.qcc.com/firm/f132ce2868e60311b07ca3288eb63b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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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 FINANCIAL (HK) LIMITED 80 8.00% 

丽水正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0 7.00% 

Dominant Growth Limited 60 6.00% 

丽水汇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0 6.00% 

丽水宏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6 4.60% 

浙江西格码计算机应用工程有限公司 40 4.00% 

浙江融顺投资有限公司 38.3 3.83% 

浙江图灵计算机应用工程有限公司 35 3.50% 

北京宏峰富源科技有限公司 34.9 3.49% 

浙江中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4.4 2.44% 

丽水益华瑞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9.2 1.92% 

杭州易则通科技有限公司 13.4 1.34% 

北京新风世能科技有限公司 10 1.00% 

合计 1,000 100% 
注：公司董事史烈先生、沈越先生、赵建先生、张四纲先生在杭州网新信息控股有限公

司担任董事职务。 

4）杭州合创君业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张灿洪 280 80% 

潘芳萌 70 20% 

合计 350 100 

5）杭州万林企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陆永顺 250 100% 

（8）主要经营方式：受托管理投资基金或投资基金专项管理。 

（9）近一年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2020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4.93 

资产净额 173.89 

负债总额 11.04 

 2020 年 1 月 1 日-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80 

净利润 -76.11 

https://www.qcc.com/firm/hefc19e83fc703c6d3d5053192ce0d65.html
https://www.qcc.com/firm/e749f58d20a3c097c81508be60e99363.html
https://www.qcc.com/firm/o1ed9ba1e872d0ec8ca3d94baa80974f.html
https://www.qcc.com/firm/2e9453c8a36c7939a568ed0508417bdc.html
https://www.qcc.com/firm/28425c0348caf9929dddde2fb05e847b.html
https://www.qcc.com/firm/d34d4fb86c299b3154412ca1fa40067b.html
https://www.qcc.com/firm/2bf149791aee47cf51ba4d9c782a1e2b.html
https://www.qcc.com/firm/93e6b06137a4b43754993d3ddfeca310.html
https://www.qcc.com/firm/2c1d19e4cd966716d359500a101ca318.html
https://www.qcc.com/firm/82d861bc62d74589b3bb1f5c766c6ace.html
https://www.qcc.com/pl/p499604706d7966f3c85e2bd0daba6dd.html
https://www.qcc.com/pl/p990f823aa6afbb4f1f2b8fc902c642d.html
https://www.qcc.com/pl/pr56030c9c03200c7d78401f809324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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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备案登记情况：已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完成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备案

（登记备案号：P1071224）。 

（11）关联关系：网新集团（过去十二个月内为公司控股股东）之高级副总

裁吴晓农先生在鑫网投资控股股东浙江中网银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

务，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10.1.5 条和 10.1.6 条，鑫网投资系公司

关联法人。 

 

（二）有限合伙人 

1、网新集团 

（1）公司名称：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1 年 06 月 06 日 

（3）注册资本：33,702.60 万人民币 

（4）注册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江汉路 1785 号网新双城大厦 4

幢 2401 室 

（5）法定代表人：赵建 

（6）经营范围：软件和信息服务（金融信息服务除外）；电子、通信及自动

化控制技术研究、开发和服务，上述相关工程配套的电子、通信及自动化控制产

品及设备销售，高新技术研究、开发；交通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研究开发、

工程管理服务、设计与投资咨询；培训服务（国家设置专项行政许可项目除外）；

科技园规划咨询、开发运营服务和技术推广服务。 

（7）主要股东情况： 

网新集团无实际控制人，其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公司 3,600.00 10.6817% 

杭州乾鹏科技有限公司 3,437.412 10.1992% 

网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3,425.00 10.1624% 

唐氏（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3,033.20 8.9999% 

唐氏财经（香港）有限公司 2,696.20 8.0000% 

浙江博欧特信息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413.50 7.1612% 

北京宏峰富源科技有限公司 1,176.1584 3.4898% 

浙江融顺投资有限公司 1,292.422 3.8348% 

浙江西格玛计算机应用工程有限公司 1,347.1167 3.9971% 

浙江图灵计算机应用工程有限公司 1,181.00 3.5042% 

浙江中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820.50 2.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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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易则通科技有限公司 450.00 1.3352% 

北京新风世能科技有限公司 337.00 0.9999% 

丽水益华瑞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78.4832 3.2000% 

丽水宏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11.078 3.0000% 

丽水正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59.1841 7.0000% 

丽水汇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2.1578 6.0000% 

杭州七舍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2.1578 6.0000% 

合计 33,702.60 100.00% 

（8）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0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5,107.93 193,418.82 

资产净额 24,099.10 51,544.72 

负债总额 151,008.83 141,874.10 

 2019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0 年 1 月 1 日-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7,771.12 13,893.36 

净利润 -7,728.31 27,445.62 

（9）关联关系：网新集团过去十二个月内为公司控股股东，且目前仍持有

公司 10.19%的股权，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和 10.1.6 条，网新集团

系公司关联法人。 

2、网新银通 

（1）公司名称：浙江网新银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6 年 08 月 17 日 

（3）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4）注册地：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江汉路 1785 号网新双城大厦 4 幢 2601-

3 室 

（5）法定代表人：吴晓农 

（6）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股权投资，投资咨询，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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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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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杭州网新信息控股有限公司 5,000 100% 
注：杭州网新信息控股有限公司股东及公司董事在其任职情况请见本公告之“二、主要

交易方基本情况介绍”之“（一）普通合伙人和基金管理人”之“（7）主要股东情况”。 

（8）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0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33.55 1,389.76 

资产净额 931.27 885.89 

负债总额 502.28 503.87 

 2019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0 年 1 月 1 日-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133.43 -45.38 

（9）关联关系：公司董事史烈先生、沈越先生、赵建先生、张四纲先生在

网新银通控股股东杭州网新信息控股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且网新集团（过去

十二个月内为公司控股股东）之高级副总裁吴晓农先生在网新银通担任董事职务，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10.1.5 条和 10.1.6 条，网新银通系公司关联

法人。 

 

三、投资基金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投资基金名称：杭州网新花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称，

以工商主管部门最终核定的名称为准） 

2、投资基金规模：人民币 25,000 万元 

3、组织形式：有限合伙制人民币基金 

4、管理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鑫网股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出资方式：货币，合伙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别 
认缴出资额（万

元） 

认缴比例

（%） 

1 杭州鑫网股权投 普通合伙人（GP） 1,0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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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有限责任公司 

2 
浙江浙大网新集

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LP） 8,000 32.00 

3 
浙大网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LP） 12,000 48.00 

4 
浙江网新银通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LP） 4,000 16.00 

合计   25,000 100.00 

6、资金来源：合伙人自有或自筹资金。 

7、出资进度安排：各合伙人按实际项目投资同步同比例实缴出资。 

8、存续期限：基金的存续期为 8 年，自基金募集完成之日起算，投资期限

为 5 年，退出期为 3 年。为确保投资项目的顺利退出和有序清算，必要时可延

期，延长不超过 2 年。 

9、登记备案情况：投资基金尚未设立，尚未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

案。 

（二）管理模式 

1、管理及决策机制 

鑫网投资担任投资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和管理人，负责合伙事务的执行和

管理。 

投资基金设投资决策委员会，为合伙企业的投资决策机构。投资决策委员会

由 5 名委员组成，其中执行事务合伙人鑫网投资委派 1 名委员、公司委派 2 名委

员、网新集团委派 1 名委员和聘请 1 名浙江大学计算机创新技术研究院专家委

员。拟投资项目单一投资对象累计投资金额超过合伙企业总认缴出资额的 20%的

单一项目投资决策需经 4 名以上委员会委员同意方可实施，不超过合伙企业总认

缴出资额的 20%的单一项目投资决策需经 3 名以上委员会委员同意即可实施。 

2、各合伙人的主要权利义务 

（1）普通合伙人的权利义务 

主要权利：负责有限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制定有限合伙企业的基本管

理制度和具体规章制度；依法召集、主持、参加或委派代理人参加合伙人大会，

并行使相应的表决权；聘任或解聘有限合伙企业的管理人员；按照协议约定取得

管理费、业绩报酬和合伙利益分配等；按其出资额参与企业清算的剩余财产分配；

决定合伙企业审计机构、托管银行的聘用和更换事宜；对其他合伙人拟转让的合

伙企业权益享有优先购买权；组建投资决策委员会，委派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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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行政法规及协议规定的其他权利。 

主要义务：向合伙企业缴付出资；定期向其他合伙人报告合伙事务的执行情

况及合伙企业的经营和财务状况；负责合伙企业的运营、管理、控制、决策等合

伙事务；不得对其持有的合伙权益设定质押；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不得与合伙

企业进行交易；对有限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不得将其获知的合伙

企业和/或其投资组合公司的商业秘密（包括但不限于投资组合公司的业务信息

和财务信息以及拟投资项目的业务信息和财务信息）披露给任何第三方和/或利

用前述商业秘密从事与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和/或为关联人谋取利益；法律、

行政法规及协议规定的其他义务。 

（2）有限合伙人的权利义务 

主要权利：对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情况进行监督；对合伙企业的

经营管理提出合理化建议；了解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查阅合伙企业

的财务资料；依法请求召开、参加或委派代理人参加合伙人大会，并行使相应的

表决权；取得合伙利益分配；按其实缴出资额参与企业清算的剩余财产分配；委

派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转让其合伙权益；对其他合伙人拟转让的合伙企业权益

享有优先购买权；经执行事务合伙人书面同意，有权出质合伙权益；在告知执行

事务合伙人并且不损害合伙企业利益的前提下，可以自营或与他人合作经营与合

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有权与合伙企业进行交易；在合伙企业中的利益受到侵害

时，有权向有责任的合伙人主张权利或提起诉讼；在执行事务合伙人违反协议时，

有权为了合伙企业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法律、行政法规及协议规定的

其他权利。 

主要义务：向合伙企业缴付出资；不得从事可能损害合伙企业利益的投资活

动；不得将其获知的合伙企业和/或其投资组合公司的商业秘密（包括但不限于

投资组合公司的业务信息和财务信息以及拟投资项目的业务信息和财务信息）披

露给任何第三方和/或利用前述商业秘密从事与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和/或为

关联人谋取利益；对有限合伙企业的债务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

法律、行政法规及协议规定的其他义务。 

3、管理费 

管理人按如下方式收取管理费： 

管理费=基数×管理费率（不满一年的，按比例折算，一年按 365 天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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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投资期内，管理费的计算基数为全体合伙人的实缴出资总额，管理费率为 2%/

年；退出期内，计算基数为合伙企业在尚未退出的投资项目中的投资金额总额，

管理费率为 1.5%/年；延长期不收取管理费。 

4、收益分配机制 

投资期限内，合伙企业从投资目标企业退出后所获得的所有收益暂先不进行

分配，所获得的所有收益将继续进行对外项目投资，合伙协议中另有约定的，以

相关约定为准；投资期限届满，合伙企业从投资目标企业退出后所获得的所有收

益，扣除协议约定的应由合伙企业承担费用后的余额为可分配资金，可分配资金

按照以下顺序进行分配： 

（1）返还有限合伙人之实缴出资：百分之一百（100%）分配给有限合伙人，

直至其取得的累计分配金额等于其累计实缴出资额； 

（2）返还普通合伙人之实缴出资：百分之一百（100%）分配给该普通合伙

人，直至其取得的累计分配金额等于其累计实缴出资额； 

（3）支付有限合伙人优先回报：经上述分配后仍有剩余的，百分之一百

（100%）分配给有限合伙人，直至其取得的累计分配金额等于该有限合伙人就其

按照前述第（1）项取得的分配金额实现年平均净投资收益率百分之八（8%）（单

利）的优先回报（从相应出资实际缴付至基金之日起算，到该分配时点为止）； 

（4）支付普通合伙人优先回报：经上述分配后仍有剩余的，百分之一百

（10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直至其取得的累计分配金额等于该普通合伙人就其

按照前述第（2）项取得的分配金额实现年平均净投资收益率百分之八（8%）（单

利）的优先回报（从相应出资实际缴付至基金之日起算，到该分配时点为止）； 

（5）18/82 分成：经过上述分配后的余额，百分之十八（18%）分配给普通

合伙人，百分之八十二（82%）分配给有限合伙人，有限合伙人按照其认缴出资

比例分配。 

（三）投资模式 

1、投资领域 

新媒体、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科技及文化产业领域。 

2、投资项目和计划 

投资基金将以新媒体、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科技及文化产业领域

的 Pre-IPO 项目以及该领域成长期、初创期企业为主要投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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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资限制 

合伙企业的全部现金资产应用于投资项目、预提或支付应在合伙企业成本列

支的费用或根据合伙协议约定进行分配。除用于满足项目投资之外，合伙企业尚

未进行企业股权投资的资金或股权投资项目退出后尚未进行分配的资金必须存

放于银行。 

合伙企业不得吸收或变相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资金拆借，不得在二级市场

上以获取短期差价为目的买卖上市股票（参与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的情形除外），

不得投资于期货交易、房地产领域、证券投资基金、企业债、信托产品、高风险

理财产品、保险计划、金融衍生品、不得发行信托或集合理财产品募集资金，不

得对外捐赠或赞助，不得提供担保或举借债务等活动（无论是否以合伙人的认缴

出资或合伙企业持有的其他权益进行），亦不得从事可能导致合伙企业对外承担

无限连带责任的投资或其他活动。 

4、盈利模式 

通过投资项目的分红及股份出售增值获得收益。 

5、退出机制 

投资基金通过投资项目上市或者股权转让等方式实现退出。 

投资基金进入退出期后，当投资目标企业顺利退出，合伙人根据合伙协议的

约定可获得相应的投资收益，从而实现项目投资的正常退出。 

根据合伙协议，各合伙人退出机制如下： 

（1）当以下情形发生时，即可触发退伙：1)合伙协议约定的退伙事由出现；

2)发生合伙人难以继续参加合伙企业的事由；3)其他合伙人严重违反合伙协议约

定的义务；4)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2）当然退伙； 

（3）除名退伙； 

（4）当合伙人不同意合伙企业延续经营时，可以通过转让其所持的基金份

额来完成退出。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系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股权投资基金，依据市场价格定

价，各出资人按照出资比例享有基金份额，遵循平等、自愿、公平的原则，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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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旨在依托浙江大学计算机创新技术研究院的技术指导，结合公司在

产业应用方前端的经验，联合各出资方，加大对新一代信息技术及文化产业领域

的投资与孵化，获取财务投资风险收益。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以自有资金投入，公司作为投资基金的有限合伙人，承担

的投资风险敞口规模以认缴出资额为限，因此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

产生重大影响。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5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4 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参与投资设立股权投资基

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史烈、沈越、赵建、张四纲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在保障公司主营业务稳健经营的情况下，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与关联方共同投

资设立股权投资基金，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发

展战略，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该关联交易遵循公平、

公允、合理的原则，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相关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风险提示及采取措施 

1、投资基金目前尚处于筹备阶段，尽管各合作方已就共同设立股权投资基

金事项达成共识，但各方尚未正式签署合伙协议，且该股权投资基金需在各合伙

人均履行完毕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并获得批准后方可成立。 

2、投资基金尚处于筹划设立阶段，尚未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投资基金尚需

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实施过程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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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资基金投资周期较长、流动性较低，公司本次投资可能面临较长的投

资回报期。 

4、投资基金投资过程中可能将受到宏观经济、行业政策、标的公司经营状

况等多种因素影响，所投项目存在不同程度风险，且无保本及最低收益承诺，可

能存在整体收益水平无法实现预期效益或出现亏损、不能及时有效退出的风险。 

5、若合伙企业出现亏损，则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需以认缴出资额为限承担

亏损等风险。 

为保障公司资金安全，公司已与各方在基金合伙协议中约定，各合伙人按实

际项目投资同步同比例实缴出资；同时除用于满足项目投资之外，合伙企业尚未

用于股权投资的资金或投资项目退出后尚未进行分配的资金，必须存放银行, 投

资于银行活期存款、国债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低风险现金管理工具。 

针对主要的投资风险，公司将积极关注基金管理人的运作情况，关注投资项

目实施过程，督促防范各方面的投资风险，确保投资资金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尽

力维护公司投资资金的安全。 

为进一步保障公司资金的安全退出，网新集团与公司签署协议，额外承诺在

公司退出合伙企业时，如公司收回的全部款项低于实缴出资额的，网新集团将在

30 天内就差额部分予以补足。同时，若公司在退出期满仍未能实现有效退出的，

公司有权要求网新集团在三十日内回购剩余部分合伙份额，确保公司收回全部实

缴出资额。 

 

公司将密切关注投资基金的设立及后续运作情况，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事项信息披露业务指引》及公司

章程等相关要求，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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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一年二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