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529       证券简称：爱玛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1-015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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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投资标的名称：台州锦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以正

式工商注册后为准，以下简称“合伙企业”）。合伙企业尚处于筹划设立阶段，尚

未完成工商注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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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金额：公司拟认缴出资 9,000 万元人民币，占合伙企业 55.90%份额，

担任有限合伙人。 

特别风险提示：产业投资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等特点，在投资

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

存在因决策或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投资项目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

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承担的投资风险敞口规模不超过公司本次出资额 9,000

万元。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了充分发挥各方的优势，提高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对外投资能力，进一步实施公司战略布局，公司拟以 9,000 万元自有资

金参与设立台州锦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以正式工商注册

后为准，以下简称“合伙企业”），作为该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占合伙企业

55.90%份额。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投

资在公司经营层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由公司

经营层负责签署合伙协议并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行使相关责任和权利。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参与基金份额认购，也不在合伙企业任职。 

二、合伙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苏州金沙湖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沙湖投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572582982D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晓峰 

成立时间：2011 年 3月 30日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 183 号东沙湖股权投资中心 14 号楼 401

室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创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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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结构：北京金沙江联合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股 100%，实际控制人为潘

晓峰。 

主要管理人员：执行董事、总经理潘晓峰，合规风控负责人为楼舒婷。 

主要投资领域：管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私募创业投资基金，投资领域主要

为对高科技产业领域，包括泛人工智能领域（AI、机器人）、高端装备制造、半

导体新材料、微电子、智慧交通、产业互联网等行业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与股权相

关的投资。 

经公司核查，苏州金沙湖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已在中

国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人登记编码为 P1002246。 

苏州金沙湖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有限合伙人基本情况 

1、台州市黄岩科技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岩科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03MA2AMXDW4C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亮 

成立时间：2018 年 5月 9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东城街道东浦路 11号一楼 

注册资本：2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投资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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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台州市黄岩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实际控

制人为台州市黄岩区财政局。 

台州市黄岩科技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苏州金沙江联合三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联合

三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1NJAYU21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横琴紫金道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2017 年 3月 13日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 183 号东沙湖股权投资中心 14 号楼 401

室 

出资额：15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从事非证券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咨询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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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合伙人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横琴金沙江联合三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5,350 36.9000% 

苏州工业园区元禾秉胜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0 13.3333% 

苏州工业园区元禾招商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0 13.3333% 

苏州市创新产业发展引导基金（有限合伙） 16,000 10.6667% 

国投创合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 10,000 6.6667% 

南昌新世纪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6.6667% 

张家港市金城融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00 3.3333% 

深圳市招商局创新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5,000 3.3333% 

嘉兴真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00 2.6667% 

横琴联合三期紫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50 2.1000% 

横琴紫金道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0 1.0000% 

 

苏州金沙江联合三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苏州中新博通金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新博

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1UYU9U6T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横琴紫金道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18年 1月 26日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 183 号东沙湖股权投资中心 14 号楼 401

室 

出资额：8,87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从事非证券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咨询业务、创业投资及相关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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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合伙人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博世（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000 56.3698% 

厦门巴黎春天百货有限公司 2,000 22.5479%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770 19.9549% 

横琴紫金道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 1.1274% 

 

苏州中新博通金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名称：台州锦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以正式工

商注册后为准，以下简称“合伙企业”） 

（二）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三）经营范围：股权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进行投资（以正式工商登

记为准） 

（四）投资方向：从事对目标公司的投资及投资管理活动，为合伙人获取长

期投资的资本回报。 

（五）合伙期限：本合伙企业合伙期限为 5年，自合伙企业在中国基金业协

会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系统完成备案之日起算，经合伙人会议审议通过，合伙期限

可以延长，每次延长不超过 1年，延长不超过 2次。 



（六）合伙企业规模及出资信息：合伙企业总规模 1.61 亿元人民币，全体

合伙人出资名录如下表：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备注 

1 苏州金沙湖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 0.62% 普通合伙人 

2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0,000,000 55.90% 有限合伙人 

3 台州市黄岩科技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60,000,000 37.27% 有限合伙人 

4 
苏州金沙江联合三期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9,000,000 5.59% 有限合伙人 

5 
苏州中新博通金世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000,000 0.62% 有限合伙人 

合计  161,000,000 100%  

四、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伙企业名称：台州锦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

以正式工商注册后为准，以下简称“合伙企业”） 

（二）合伙目的：从事对目标公司的投资及投资管理活动，为合伙人获取长

期投资的资本回报。 

（三）合伙期限：本合伙企业合伙期限为 5年，自合伙企业在中国基金业协

会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系统完成备案之日起算，经合伙人会议审议通过，合伙期限

可以延长，每次延长不超过 1年，延长不超过 2次。 

（四）缴付出资：经有限合伙人取得投资决策文件后，按照普通合伙人发出

的缴付出资通知的要求一次性缴付出资。有限合伙人按照前述约定缴清其出资后

方才开始享有合伙企业之有限合伙人的全部权利。 

（五）合伙事务的执行：本合伙企业成立时的普通合伙人为苏州金沙湖创业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全体合伙人通过签署本协议选定苏州金沙湖创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为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六）投资决策程序：为了提高投资决策的专业化程度，提高投资业务的操

作质量，执行事务合伙人将为合伙企业的投资及投资退出进行专业的决策。执行

事务合伙人应根据管理人的决策意见具体执行合伙企业的投资业务。合伙企业系

开展特定项目投资，如涉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关联方与合伙企业进行交易，应当经

合伙人会议一致同意（不包括违约合伙人），普通合伙人及其关联方应当回避表

决。各合伙人一致同意管理人无需就合伙企业的投资和投资处置方案决策建立专

门的关联交易回避制度。 

各合伙人进一步同意，在合伙企业期限届满前，执行事务合伙人就合伙企业



投资退出事宜做出决策后，还应提交合伙人会议审议，就该投资退出方案征求各

有限合伙人意见。如任何有限合伙人对该投资退出方案明确提出书面反对意见，

则执行事务合伙人不得按照该方案处置该有限合伙人通过合伙企业间接持有的

目标项目权益，但仍有权按照该方案处置其他未提出反对意见的有限合伙人间接

持有的目标项目权益，除非执行事务合伙人合理判断由于部分有限合伙人的反对

意见导致该退出方案整体上无法执行。在按照前述约定处置部分有限合伙人间接

持有的目标项目权益的情况下，处置产生的可分配现金或非现金资产应定向分配

给相应的有限合伙人，并按照合伙协议的现金分配及非现金分配的约定在该有限

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之间实际分配。 

（七）收益分配、亏损分担方式： 

1、现金分配：目标项目投资收入产生的可分配现金，应按照投资比例，在

有限合伙人之间按照投资比例进行划分。其中，按照苏州金沙江联合三期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中新博通金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各

自的分配比例计算的部分分别分配给联合三期、中新博通，除联合三期、中新博

通之外的其他每个有限合伙人按其比例划分的部分，在该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

人之间按照如下方式进一步分配： 

（1）首先，返还出资：分配给该有限合伙人，直至其依本第（1）项累计分

配的金额达到其当时的实缴出资额； 

（2）然后， 2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 80％的部分分配给该有限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按照上述第（2）项分配的款项为“收益分成”。 

2、非现金分配：在合伙企业清算完毕之前，普通合伙人应尽其合理努力将

合伙企业的投资变现、避免以非现金方式进行分配；但如无法变现或根据普通合

伙人的独立判断认为非现金分配更符合全体合伙人的利益，则普通合伙人有权决

定以非现金方式进行分配。如任何分配同时包含现金和非现金，在可行的情况下，

每一合伙人所获分配中现金与非现金的比例应相同。 

3、税务分配：在合伙企业存续期内，如果根据法律法规或税务机关的要求，

任何合伙人需就其在合伙企业中可获分配但尚未分配的收益履行纳税义务，普通

合伙人有权可向该合伙人进行现金分配，分配金额以该合伙人需实际承担的税额

为限，具体金额由普通合伙人独立决定。该等分配作为向该合伙人的预分配，从

后续该合伙人本应收到的收益分配中扣除。 



4、亏损分担：合伙企业的亏损，在各合伙人之间按照投资比例分担。 

（八）合伙人会议：经普通合伙人提议或经单独或合并持有三分之一及以上

认缴出资的有限合伙人提议，合伙企业应召开合伙人会议。 

合伙人会议由普通合伙人提前五日向全体合伙人发出会议通知而召集，但涉

及审议普通合伙人的除名和接纳新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的除名和更

换、变更合伙企业托管人、管理人丧失管理能力等事项，经单独或合并持有三分

之一及以上认缴出资的有限合伙人提议并召集和主持。 

（九）争议解决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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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应提交中国国

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该会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在北京仲裁解决，仲裁庭由

3名仲裁员组成。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相关各方均有约束力。除非仲裁庭有裁

决，仲裁费应由败诉一方负担。败诉方还应补偿胜诉方的律师费等支出。 

（十）协议生效：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后生效，但，如根据所适用的法律、法

规、监管规定，任何合伙人签署本协议后须通过相关的审批、备案手续，则在相

关审批、备案手续履行完毕后本协议对该相关合伙人生效。 

最终以正式签署的合伙协议为准。 

五、本次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参与设立投资基金，承担的投资风险敞

口规模不超过公司本次认缴出资额。本次投资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

动，不会对公司现金流及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本次交易将进一步整合利用各方优势资源，通过专业化投资管理团队，优化公司

投资结构，提升公司资金投资收益水平和资产运作能力。 

六、风险提示 

（一）合伙企业现处于筹划设立阶段，暂未完成工商注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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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基金设立过程中可能因合伙人未能缴足认缴资金等客观原因导致基金

未能成功募足资金的风险。 

（三）产业投资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等特点，在投资过程中将

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存在因决

策或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投资项目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投资基金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审慎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7 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