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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15                证券简称：小商品城            公告编号：临 2021-004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认购基金份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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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认购基金概述 

经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 11月

17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全资子公

司义乌中国小商品城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城金控”）作为有限合伙

人出资 2亿元认购苏州祥仲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祥仲创

投”或“合伙企业”或“基金”）部分份额。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证券时报》披露的《关于认购基金份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81），

于 2020 年 11 月 19 日披露的《关于认购基金份额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82）。 

二、相关进展 

（一）基金备案完成 

近日，祥仲创投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并取得《私募投资

基金备案证明》，备案编码：SNX284。 

（二）签订协议、完成首次出资并完成工商登记 

1、签订协议 

祥仲创投目前尚在募集阶段，截至目前，共 11 位认缴人参与祥仲创投募集

认缴，商城金控已于近日与其他十位认缴人签订完成《苏州祥仲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8 日

披露的《关于认购基金份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81）“三、祥仲创投

的基本情况”部分及 2020 年 11 月 19 日披露的《关于认购基金份额的补充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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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成首次出资 

本次协议签订后，普通合伙人太仓维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由 150

万元增加至 1100 万元，有限合伙人夏文退出，新增包括商城金控在内的共计 10

名有限合伙人，募集认缴金额 5.21 亿元。 

商城金控于近日根据祥仲创投的提款通知履行了 4000 万元的出资义务（本

次提款比例为认缴出资总额的 20%），其他合伙人也已根据提款通知履行完成本

次出资义务。 

3、完成工商登记 

本次协议签订后，祥仲创投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并收到营业执照。 

（三）祥仲创投股权结构 

本次协议签订及工商变更完成后，祥仲创投各合伙人认缴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 持有比例 认缴出资额（万元） 

太仓维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1113% 1100  

义乌中国小商品城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38.3877% 20000  

福建联宇科技有限公司 19.1939% 10000  

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1.5163% 6000 

招商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9.5969% 5000 

赵文 5.7582% 3000 

万柳军 3.8388% 2000 

江苏梦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8388% 2000 

珠海洲际福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194% 1000 

苏州工业园区翔程众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194% 1000 

石一 1.9194% 1000 

合计 100% 52100 

（四）各合伙人的基本情况 

1、普通合伙人的基本情况 

名称 太仓维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严青 

注册资本 4000万 

成立日期 2020-10-30 

注册地址 苏州市太仓市城厢镇南郊文治路 55号 908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5MA22WB8599 

营业期限 2020-10-30  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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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近一年经营状况 2020年 10月 30日成立，成立时间较短，尚未开展经营 

主要管理人 严青（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朱海龙（监事） 

主要投资领域 
主要对产业互联网、零售和消费品牌、教育及科技等行业内早期初创、

成长期、Pre-IPO期的企业进行投资 

基金业协会登记备

案情况 
非属于需要备案的主体 

2、有限合伙人的基本情况 

（1）福建联宇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 福建联宇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俊杰 

注册资本 5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2-07-11 

注册地址 莆田市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经济城 647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30005030773X5 

营业期限 2012-07-11  至 2062-07-10 

经营范围 

废旧塑料和废旧金属回收的技术研究、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废旧金属（不含危险废弃物）的回收、销售、加工；纸制

品、木浆、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机械设备销售；

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贸易（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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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联关系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 

（2）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 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 黄建林 

注册资本 25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5-08-03 

注册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人民路 3118号国发大厦北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0137758728U 

营业期限 1995-08-03  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授权范围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国家规定的

专营、专项审批商品除外），提供各类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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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联关系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 

（3）招商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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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招商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赵斌 

注册资本 71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3-12-02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

务秘书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085700056P 

营业期限 2013-12-02  至 5000-01-01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证券投资、金融产品投资、大宗商品投资（以上各

项涉及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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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股权投资；投资兴办

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与公司关联关系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 

（4）江苏梦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 江苏梦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顾刘成 

注册资本 1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5-09-22 

注册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新平街 388号 22幢 9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8MA1M945M0H 

营业期限 2015-09-22  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出版物批发业务；从事经营

性互联网文化活动；计算机网络技术、电子、生物、医药、汽车领域

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手机游戏开发；网

站设计、建设、推广；电脑图文设计；动漫设计、制作，影视动画设

计；互联网零售、销售：电子产品、数码产品、服装服饰、鞋帽箱包、

化妆品、美容美发用品、体育用品、日用百货、办公用品、家居用品、

工艺美术品、文化用品、音响器材、家具、汽车配件、包装材料、通

讯器材、计算机软硬件；房地产信息咨询、旅游信息咨询、企业管理

咨询、文化艺术咨询、营养健康咨询、品牌推广、经济信息咨询、心

理咨询（非诊疗性）、婚庆礼仪服务、会议与展览服务、摄影服务、

文学创作服务、翻译服务、赛事活动策划、影视项目策划、文化艺术

交流活动策划、企业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公关活动策划、市场

调查、餐饮管理、景观设计；室内外装饰装潢工程设计、施工；增值

电信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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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联关系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 

（5）珠海洲际福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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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珠海洲际福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艾江生 

注册资本 1000万 

成立日期 2018-03-27 

注册地址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号 105室-46102（集中办公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MA51FK4H8N 

营业期限 2018-03-27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章程记载的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基金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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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联关系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 

（6）苏州工业园区翔程众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苏州工业园区翔程众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法定代表人 吴志祥 

注册资本 1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9-11-13 

注册地址 
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裕新路 188号同

程大厦 A163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94MA20DNF85Y 

营业期限 2019-11-13  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财税信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企业

形象策划、展览展示服务、会务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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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联关系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 

（7）赵文、万柳军、石一为祥仲创投的个人投资者，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 

三、备查文件  

（一）《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 

（二）祥仲创投营业执照 

（三）《苏州祥仲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