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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50        证券简称：宁德时代        公告编号：2021-054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投资山东绿色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的公告 

 

一、交易概况 

（一）交易基本情况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

与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青岛绿色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合作方共同签署了

《山东绿色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公司作为有限合

伙人之一参与投资“山东绿色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基金”），基金将重点投资节能减排、环境保护与治理、清洁能源、循环经济、

绿色制造等新能源领域。 

基金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145,740.00 万元，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

10,000 万元。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持有基金 6.86%的认缴比例。 

（二）审议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本次投资在公司总经理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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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一）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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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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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二期)9 层 09-11 单元 

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黄朝晖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MA00CCPN2L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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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为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和基金管理人，已依照《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备案办法（试行）》

等规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为 PT2600030375，与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 

（二）青岛绿色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青岛绿色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 15 号创投风投中心大厦 1601 室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冰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2MA3U5FBM8N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私募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

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

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社会经济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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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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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绿色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基金的普通合伙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 

（三）山东省海创千峰新旧动能转换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山东省海创千峰新旧动能转换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正阳中路 205 号海都国际 A 座 17 层-1 

注册资本：1,000,000 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青岛海创新动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4MA3PB5CF8Y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依法批准，不得从事向

公众吸收存款、代客理财、融资担保等金融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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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海创千峰新旧动能转换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为基金的有限合伙

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综合保税区港兴三路北段未来创业广场 3

号楼 3 层 301 室 

注册资本：9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孙殿义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MA3Q7R1Q77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创业服务；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

理咨询；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做市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产业技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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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服务、推广；科技成果转化服务；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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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基金的有限合伙人，与公司不存在

关联关系。 

（五）中金浦成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中金浦成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1233 号汇亚大厦 29 层

2904A 单元 

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594713322Q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内货物

运输代理服务，仓储（除危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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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金浦成投资有限公司为基金的有限合伙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六）青岛市市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中心 

企业名称：青岛市市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中心 

注册地址：青岛市香港中路 7 号甲 

开办资金：100 万元人民币 

负责人：徐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70200561197296H 

业务范围：管理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青岛市市级创业投

资引导基金理事会日常工作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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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市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中心为基金的有限合伙人，与公司不存在

关联关系。 

（七）青岛全球财富中心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青岛全球财富中心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金家岭街道苗岭路 15 号青岛金融中心大厦

1801 室 

注册资本：450,654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安杰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2553993911T 

经营范围：区内土地开发建设和投资，房地产开发和经营，国有资产运行和

资本运作，房屋租赁，广告牌租赁，发布国内广告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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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全球财富中心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为基金的有限合伙人，与公司不存在关

联关系。 

（八）山东绿色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山东绿色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汉峪金谷 A3-5 号楼 4008 室 

注册资本：268,100 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山东省绿色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MA3UWJYTXY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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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qcc.com/firm/e293c6d659704e0f27bb10905db532b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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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绿色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为基金的有限合伙人，与公司不存在关

联关系。 

三、基金的基本情况 

（一）企业名称：山东绿色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成立时间：2021 年 2 月 9 日 

（三）主要经营场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 15 号创投风投中心大厦

1602 室 

（四）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五）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

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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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存续期限：不超过 10 年 

（七）认缴出资总额：145,740.00 万元人民币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万

元） 

认缴 

比例 

出资 

方式 

1 
青岛绿色发展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普通合伙人 582.96 0.40% 现金 

2 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874.44 0.60% 现金 

3 
山东省海创千峰新旧动能转

换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7,287.00 5.00% 现金 

4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00 6.86% 现金 

5 
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00 6.86% 现金 

6 中金浦成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3,698.60 9.40%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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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投资领域：重点投资节能减排、环境保护与治理、清洁能源、循环经

济、绿色制造等新能源领域。 

（九）管理模式： 

1、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作为该基金的基金管理人，负责日常基金的运营，

向基金提供投资管理服务。 

2、执行事务合伙人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决定合伙企业项目投资方案、退

出等相关事宜。 

（十）利润分配：合伙企业收入应当优先用于支付合伙企业任何应付未付的

费用，将支付完毕上述费用后的剩余金额按照各合伙人的实缴出资比例分配。 

（十一）退出机制：根据合伙企业的组合投资的特点和需要，合伙企业在出

售或以其他方式处置组合投资时，可以依法选择适用的退出策略。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借助相关合作方的项目资源及平台优势，通过专

业管理和市场化运作，配合公司进一步完善新能源产业布局，获取合理的投资回

报，符合公司发展及股东利益。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全部为公司的自有资金，本次投资事项不会影响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活动，有助于支持公司业务拓展，符合公司持续发展的需求。 

五、项目存在的风险提示 

基金投资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等特点，存在因决策或行业环境发生

7 
青岛市市级创业投资引导基

金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人 17,648.50 12.11% 现金 

8 
青岛全球财富中心开发建设

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7,648.50 12.11% 现金 

9 
山东绿色投资发展中心（有

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68,000.00 46.66% 现金 

合计 145,740.00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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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化，导致投资项目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六、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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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人员没有参与投资该基金且未在该基金任职；公司本次参与投资该基金不会

导致同业竞争。 

（二）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及相关法规要

求，持续关注该投资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