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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387          股票简称：ST 海越         公告编号：临 2021-055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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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标的：杭州天堂硅谷云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工商注册

为准，以下简称“本基金”或“本合伙企业”）； 

●浙江海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越资管”）作为本基金的有限合

伙人，拟投资 1,900 万元人民币； 

●本基金尚需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风险提示：由于宏观经济的影响、投资标的的选择、行业环境以及投资管理

带来的不确定性，本基金将存在投资风险，但海越资管作为本基金的有限合伙人，

承担的投资风险敞口不超过海越资管的出资额。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21 年 7 月 22 日，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

公司海越资管因发展需要，与浙江天堂硅谷恒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普通合伙人）

（以下简称“天堂硅谷恒通创投”）和其他 3 名有限合伙人签订了《杭州天堂硅谷

云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

海越资管拟出资人民币 1,900 万元，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投资。合伙企业目标募集

金额总额为 2,420 万元人民币，截至本公告日，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为 2,420 万

元。 

本合伙制私募投资基金为权益类产品，本企业主要通过直接投资于新能源领域

非上市公司股权，并预期通过股权转让、上市公司并购、境内外 IPO 等方式实现投

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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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普通合伙人为天堂硅谷恒通创投，其他有限合伙人分别陈兆华、蔡晓非、

靳晓雅。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 

本次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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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合伙人的基本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  

天堂硅谷恒通创投为本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 

企业名称：浙江天堂硅谷恒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何向东 

股东情况：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100%）。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成立时间：2008年 5月 26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住所：杭州市天目山路 398号 2号楼 4 楼 

财务状况(经审计)： 

单位：元 

科 目 2018 2019 2020 

总资产 898,478,428.01 396,879,705.17 380,377,454.30 

净资产 82,594,184.52 -529,762,696.91 -530,914,081.35 

营业收入 12,462,400.95 6,178,805.40 -1,416,067.71 

投资收益 12,462,400.95 -1,689,744.71 64,287.33 

净利润 8,358,216.03 -603,470,276.64 -1,151,384.44 

（二）基金管理人 

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本合伙企业的管理人为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堂硅谷”）。 

企业名称：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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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向东 

股东情况：硅谷天堂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51.84%）、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27.90%）、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38%）、民丰特种纸

股份有限公司（5.00%）；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3.19%）、浙江省化工研究院有

限公司（3.19%）；王林江（2.50%）。 

注册资本：120000 万元 

成立时间：2000 年 11月 11日 

经营范围：受托资产管理，股权投资管理；实业投资开发；高新技术企业及项

目的创业投资；教育投资，为企业提供投资咨询及管理、会计咨询（除国家禁止或

限制的咨询项目），空调及配件、家用电器及配件、机电产品、计算机配套产品、

金属材料、五金交电、日用纺织品、建筑材料、电子产品的销售，软件开发。（已

发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杭州市文三路 478号华星时代广场 D楼 3层 D301室 

财务状况(经审计)： 

单位：元 

科 目 2018 2019 2020（本级） 

总资产 2,236,668,966.06 2,186,881,928.61 2,584,681,584.49 

净资产 1,810,925,526.11 1,807,506,658.94 1,773,679,832.78 

营业收入 164,375,978.30 230,044,391.71 74,220,309.25 

投资收益 232,728,041.46 133,033,733.18 42,583,169.20 

净利润 77,482,117.27 -113,642,566.63 43,800,635.03 

天堂硅谷已依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天堂硅谷与公司、海越资管及相关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也未与第三方存在影响公司利益的安排；天堂硅谷与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天堂硅谷未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

有公司股份，也没有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三）参与发起本基金的其他有限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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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限合伙人(自然人)：陈兆华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杭州市西湖区 

2、有限合伙人(自然人)：蔡晓非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杭州市西湖区 

3、有限合伙人(自然人)：靳晓雅 

性别：女 

国籍：中国 

住所：天津市南开区 

除公司子公司海越资管拟以 1,900 万元人民币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投资本基金

外，陈兆华、蔡晓非、靳晓雅也将作为有限合伙人共同出资。公司、海越资管与参

与发起本基金的其他有限合伙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基金的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杭州天堂硅谷云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类型：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浙江天堂硅谷恒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湘湖金融小镇二期中区块南岸 3 号楼 137-

390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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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主要出资人、出资方式及认缴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姓名（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浙江天堂硅谷恒通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货币 100 4.13 

浙江海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货币 1,900 78.51 



5 

 

陈兆华 货币 200 8.26 

蔡晓非 货币 120 4.96 

靳晓雅 货币 100 4.13 

合     计 2,420 100.00 

注：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的原因 

（二）合伙期限 

1.合伙期限 

合伙企业的营业期限为长期。 

2.投资期 

在合伙企业存续期内，本企业从全体合伙人首轮实缴到账之日起至该投资项目

退出结算损益的期间，投资期（指一轮投资期）一般不超过 5 年。若由于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或证监会、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监管政策等原因导致本企业财产无法全部

变现的，则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本企业管理人有权决定将本企业的投资期限延长至本

企业财产根据相关规定可以全部变现之日后的一年期届满日。另外，执行事务合伙

人可根据本企业运作情况、市场行情等情况决定提前终止投资项目或本基金或投资

期限；在执行合伙人作出提前终止决定后，全体合伙人应当签署工商变更登记文件

及其他相关文件等，并承诺配合完成相关解散或清算的相关程序（若有）。除上述

情形外，若预计投资期届满或在上述执行事务合伙人或管理人有权决定的延期期限

届满后，本企业财产仍未能全部变现的，则须经全体合伙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

上（包括三分之二）同意后方可进行延期；如经该等程序本企业投资期仍未能延期

的，则管理人有权对未变现的本企业财产进行现状分配（即在履行必要的变更登记

程序后（如需），将本基金持有的财产转移并登记（如需）至合伙人名下），或者

管理人有权尽快处置本企业财产并在处置完毕后进行分配。 

(三)基金管理方式 

全体合伙人签署本协议即表示其选择普通合伙人天堂硅谷恒通创投为合伙企业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合伙企业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天堂硅谷恒通创投的关联方天堂硅谷担任管理人。

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授权本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与管理人签署《委托管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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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企业的经营业务委托天堂硅谷管理，天堂硅谷负责合伙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

事务，负责投资项目筛选、立项、组织实施、投资后监督管理及投资项目退出等工

作。天堂硅谷的具体管理职责依据本协议及《委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履行。 

本企业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共设5名委员，由天堂硅谷委派，投资决策委员

会表决遵循“五名委员，三票通过”的决策机制，并由天堂硅谷董事长行使一票否

决权，具体以天堂硅谷内部决策制度为准。 

（四）托管事项 

本企业委托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托管机构保管本企业财产，托管事宜以

本企业与托管机构签署的《托管协议》的具体约定为准。 

（五）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及运作方式、投资限制及例外  

1.投资目标  

本企业的投资目标为以维护合伙人最大利益为宗旨，在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

提下，实现本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为合伙人谋求稳定的投资回报。 

2.投资范围、运作方式  

本合伙制私募投资基金为权益类产品，本企业主要通过直接投资于新能源领域

非上市公司股权，并预期通过股权转让、上市公司并购、境内外 IPO 等方式实现投

资收益。 

本基金完成备案前，可以以现金管理为目的，投资于银行活期存款、国债、中

央银行票据、货币市场基金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现金管理工具。 

3.投资限制及例外 

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合伙企业投资应遵守下列限制： 

（1）本企业不得违反规定从事借（存）贷业务、担保业务、明股实债、不得

对外举债、吸收或变相吸收存款、贷款或者委托贷款、资金拆借（维护合伙人利益

考虑，由普通合伙人、管理人及其关联方为合伙企业垫付相关费用等的除外）； 

（2）不得投资于二级市场股票、期货、不动产或其他固定资产投资、证券投

资基金、评级 AAA 以下的企业债、信托产品、中高风险理财产品、保险计划及其他

金融衍生品； 

（3）不得投资于保理资产、融资租赁资产、典当资产等类信贷资产、股权或

其收（受）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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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得从事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5）不得从事抵押和担保业务、赞助和捐赠、公开募集资金； 

（6）不得从事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禁止的其他投资活动。 

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在本基金尚未完成认缴规模 70%的投资（包括为支付基金

税费的合理预留）之前，本基金管理人及其关联方可以设立与本基金的投资策略、

投资范围、投资阶段均实质相同的新基金。 

（六）收益分配、亏损承担及退伙 

1.收益分配、亏损承担 

（1）本企业以约定的投资收益扣除合伙企业费用支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应

当缴纳的税费（如有由合伙企业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产生的增值税，

由本合伙企业资产承担）、本企业清算费用（若本企业进入清算程序）后的现金收

入为限按以下顺序进行分配： 

A、如本企业按全体合伙人实缴出资总额计算的年化收益未达到 8%的 

a.本企业将按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各合伙人的实缴出资本金；  

注：如本企业存续期内已经向合伙人分配的投资本金，在清算时不再重复分配。 

b.如有余额，将按全体合伙人各自实缴出资比例向所有合伙人分配剩余余额。 

B、如本企业按全体合伙人实缴出资总额计算的年化收益达到 8%的 

a.本企业将按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各合伙人的实缴出资本金；  

注：如本企业存续期内已经向合伙人分配的投资本金，在清算时不再重复分配。 

b.本企业向全体合伙人分配收益，直至全体合伙人按实缴出资额总额计算的年

化收益率达到 8%为止； 

注：如本基金存续期内已经向合伙人分配的收益，在清算时统一计入收益，不

再重复分配。 

c.如仍有剩余收益，管理人就剩余部分提取 20%作为业绩奖励； 

d.各合伙人按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剩余超额收益分配。 

注：收益率/收益并不是管理人向各合伙人保证其资产本金不受损失或者保证

其取得最低收益的承诺，在极端情况下，合伙人仍可能会面临无法取得收益率对应

的收益甚至损失本金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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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益分配时所发生的合伙人所得税（合伙人所得）、银行转账或其他费

用由各位合伙人自行承担； 

（3）收益分配采用现金方式。 

（4）如本企业清算后亏损的，由全体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承担。 

2.合伙人退伙 

合伙人发生下列情形时，合伙人退伙：  

（1）作为合伙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

被宣告破产或者终止的； 

（2）法律规定或者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人必须具有相关资格而丧失该资格； 

（3）合伙人在本企业中的全部财产份额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4）普通合伙人同意有限合伙人退伙或者有限合伙人严重违反本合伙协议约

定的义务的；  

（5）合伙人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或者普通合伙人的缴款通知书规定期限内及

时进行缴付出资的； 

（6）发生《合伙企业法》规定的被视为当然退伙的其他情形或本合伙协议约

定退伙的其他情形； 

退伙事由实际发生之日为退伙生效日。 

除上述约定外，本合伙企业不接受原合伙人退伙。 

五、对外投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海越资管本次参与认购基金份额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拓展投资领

域、提升公司资本运作能力，获得投资收益，巩固和提高公司竞争力。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海越资管自有资金，海越资管承担的风险敞口以投资额

为限；本次投资事项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不会产生实质影响。  

六、风险提示  

本基金尚需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由于宏观经济的影响、投资标

的的选择、行业环境以及投资管理带来的不确定性，本基金将存在投资风险；但海

越资管作为本基金的有限合伙人，承担的投资风险敞口不超过海越资管出资额。海

越资管对本次对外投资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有充分的认识，公司将密切关注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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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管理、投资决策及投后管理进展情况，防范、降低和规避投资风险。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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