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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康龙化成（北京）新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参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或“保荐机构”）作为

康龙化成（北京）新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龙化成”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康龙化成参与

北京君联惠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事

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投资事项概述 

为充分运用专业投资机构在行业内项目收集、研判的能力，提高公司投资能

力，公司拟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 6,800 万元人民币，参与关联方

君联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联资本”）作为基金管理人、拉萨君祺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萨君祺”）作为普通合伙人、上海君祺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君祺”）、珠海君联信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珠海君联信诚”）、宁波龙泰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龙

泰康”）、珠海君联健宁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珠海君联健宁”）

作为有限合伙人设立的北京君联惠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君联惠康”、“合伙企业”或“基金”）。 

公司于 2021年 7月 27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北京君联惠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 Boliang Lou、楼小强、

郑北、李家庆、周宏斌已在董事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董事会表决结果：6 票

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5 票回避。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

意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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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涉及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投资

暨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经过股东大会审批。 

二、基金的基本情况 

1、基金名称：北京君联惠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3、成立日期：2020 年 6 月 11 日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RWC25E 

5、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科学院南路 2 号院 1 号楼 16 层 1617 

6、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

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

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下期出资时间为 2028-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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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基金备案情况：已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

备案，备案编码：SND396 

8、基金规模：目标募集金额 25 亿元人民币 

9、近一年经营状况：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分所

审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标的基金总资产 26,637.60 万元，净资产 26,629.05

万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4.31 万元，净利润-363.61 万元。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标的基金总资产 57,902.41 万元，净资产 56,696.73

万元；2021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7,183.99 万元，净利润 5,225.14 万元（2021

年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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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出资方式：所有合伙人之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出资 

11、认缴出资情况：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基金认缴出资总额

2,207,325,600.00 元，合伙人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别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元） 

所占比

例 

1 拉萨君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货币 25,000,000 1.13% 

2 

上海君祺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代表“君联医疗跟投一号私

募股权投资基金”） 

特殊有限合

伙人 
货币 41,500,000 1.88% 

3 

上海君祺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代表“君联医疗跟投二号私

募股权投资基金”） 

特殊有限合

伙人 
货币 26,500,000 1.20% 

4 

上海君祺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代表“君联联控医疗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 

特殊有限合

伙人 
货币 22,600,000 1.02% 

5 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资金有限合

伙人 
货币 300,000,000 13.59% 

6 

瑞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代表

“瑞元资本-臻选 5 号 FOF 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资金有限合

伙人 
货币 37,500,000 1.70% 

7 

瑞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代表

“瑞元资本-臻选 5 号 2 期 FOF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资金有限合

伙人 
货币 80,000,000 3.62% 

8 
苏州元聚熙善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资金有限合

伙人 
货币 50,000,000 2.27% 

9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乾怡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资金有限合

伙人 
货币 100,000,000 4.53% 

10 
珠海君联信诚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资金有限合

伙人 
货币 90,000,000 4.08% 

11 中国人寿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资金有限合

伙人 
货币 100,000,000 4.53% 

12 亳州市康安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资金有限合

伙人 
货币 50,000,000 2.27% 

13 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资金有限合

伙人 
货币 50,000,000 2.27% 

14 

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代表“银河资本-锦利 1 号

FOF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资金有限合

伙人 
货币 25,700,000 1.16% 

15 

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代表“银河资本-锦利 2 号

FOF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资金有限合

伙人 
货币 15,600,000 0.71% 

16 

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代表“银河资本-锦利 3 号

FOF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资金有限合

伙人 
货币 22,150,000 1.00% 

17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

（有限合伙） 

资金有限合

伙人 
货币 165,000,000 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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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苏州国发苏创知识产权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资金有限合

伙人 
货币 20,000,000 0.91% 

19 
苏州国发新创产业叁号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资金有限合

伙人 
货币 10,000,000 0.45% 

20 
宁波华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资金有限合

伙人 
货币 50,000,000 2.27% 

21 
普洛斯建发（厦门）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资金有限合

伙人 
货币 50,000,000 2.27% 

22 
北京盛景嘉屹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资金有限合

伙人 
货币 50,000,000 2.27% 

23 宁波龙泰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资金有限合

伙人 
货币 30,000,000 1.36% 

24 
长沙歌榕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资金有限合

伙人 
货币 29,167,400 1.32% 

25 
长沙澄岳私募股权基金企业

（有限合伙） 

资金有限合

伙人 
货币 33,968,200 1.54% 

26 
长沙歌耘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资金有限合

伙人 
货币 30,450,000 1.38% 

27 
长沙诺辉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资金有限合

伙人 
货币 25,987,500 1.18% 

28 
长沙诺域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资金有限合

伙人 
货币 3,202,500 0.15% 

29 
珠海君联健宁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资金有限合

伙人 
货币 45,000,000 2.04% 

30 
苏州元聚帆茂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资金有限合

伙人 
货币 30,000,000 1.36% 

31 
平潭建发拾叁号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资金有限合

伙人 
货币 80,000,000 3.62% 

32 
中科院联动创新股权投资基金

(绍兴)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资金有限合

伙人 
货币 50,000,000 2.27% 

33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彬馥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资金有限合

伙人 
货币 20,000,000 0.91% 

34 
北京联融致远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资金有限合

伙人 
货币 100,000,000 4.53% 

35 君龙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资金有限合

伙人 
货币 30,000,000 1.36% 

36 海南省康哲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资金有限合

伙人 
货币 200,000,000 9.06% 

37 北京键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资金有限合

伙人 
货币 50,000,000 2.27% 

38 
康龙化成（北京）新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资金有限合

伙人 
货币 68,000,000 3.08% 

合计 2,207,325,600 100% 

三、合伙人信息 

1、关联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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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君联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基金管理人） 

法定代表人：朱立南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科学院南路 2 号院 1 号楼 16 层 1604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56710512K 

登记备案情况：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编号：P1000489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项目投资。（“1、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

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

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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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成立日期：2003 年 11 月 19 日 

股权结构：（1）北京君诚合众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出资 8,000

万元人民币，占比 80%；（2）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2,000 万元人民币，

占比 20%。 

实际控制人：朱立南、陈浩、王能光。 

财务信息： 2020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含投资收益）121,023 万元，

净利润 99,990 万元；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净资产（未经审计）29,380 万元； 

关联关系：（1）君联资本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天津君联闻达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北京君联茂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

方；（2）公司董事李家庆先生同时担任君联资本董事、经理；（3）公司董事周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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斌先生在君联资本任职。 

君联资本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7.2.3 条第（三）、

（四）项规定的关联关系。 

除上述情况外，截至披露日，君联资本与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和利益安排，君联资本通过天津君联闻达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北京君联茂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2）拉萨君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普通合伙人） 

法定代表人：欧阳浩 

住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达孜安居小区西侧二楼 7-1 号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126064679817G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不含金融和经纪业务，不得向非合格投资者募集、销

售、转让私募产品或者私募产品收益权），资产管理（不含金融资产管理和保险

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不含金融和经纪业务）、企业管理咨询。（不得以公开方

式募集资金、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不得从事证券、期货类投资；不得公开

交易证券类投资产品或金融衍生产品；不得经营金融产品、理财产品和相关衍生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该项目】 

成立日期：2013 年 10 月 10 日 

股权结构：君联资本持股比例 100% 

实际控制人：朱立南、陈浩、王能光。 

财务信息：2020 年度数据（经审计）营业收入（含投资收益）：114,563 万

元，净利润 103,702 万元；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净资产（未经审计）：58,81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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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公司董事李家庆先生同时担任君联资本的董事，拉萨君祺为公司

关联方君联资本控制的企业。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第 7.2.3 条第（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上海君祺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特殊有限合伙人） 

法定代表人：王能光 

住所：上海市闵行区莘北路 518 号 1 幢 302 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58057689X4 

注册资本：1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管理，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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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君联资本持股比例 100% 

实际控制人：朱立南、陈浩、王能光 

财务信息：2020 年度数据（经审计）营业收入（含投资收益）3,914 万元，

净利润 58 万元；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净资产（未经审计）337 万元；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李家庆先生同时担任君联资本的董事，上海君祺为公司

关联方君联资本控制的企业。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第 7.2.3 条第（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4）珠海君联信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人） 

执行事务合伙人：拉萨君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 1889 号 17 栋 201 室-177 号(集中办公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4EY5K4H 

注册资本：91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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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协议记载的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私募基金应及时在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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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康晨持有其 32.967%份额，刘少明持有其 32.967%份额，陈俭持

有其 21.978%份额，康乐持有其 10.989%份额，拉萨君祺持有其 1.0989%份额。 

实际控制人：朱立南、陈浩、王能光 

财务信息（未经审计）：2020 年度营业收入 0.4860 万元，净利润-3.8759 万

元；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净资产 3,691.60 万元。 

关联关系：君联资本为珠海君联信诚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拉萨君祺

的唯一股东。公司董事李家庆先生同时担任君联资本的董事，珠海君联信诚为公

司关联方君联资本控制的企业。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第 7.2.3 条第（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5）宁波龙泰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 

法定代表人：楼小强 

住所：浙江省宁波杭州湾新区兴慈一路 290 号 3 号楼 302 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35152931XN 

注册资本：1165.3814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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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楼小强持有其 100%股份。 

实际控制人：楼小强。 

财务信息：2020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77.31 万元；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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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 30 日（未审计），净资产 1,651.53 万元。 

关联关系：宁波龙泰康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楼小强先生控制的企业。该

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7.2.3 条第（三）款规定

的关联关系情形。 

（6）珠海君联健宁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人） 

执行事务合伙人：拉萨君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 1889 号 17 栋 201 室-692 号(集中办公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5EW8G6R 

注册资本：46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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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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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张光耀持有其 32.6087%份额，宁波传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持有其 21.7391%份额，杨平持有其 21.7391%份额，赵晓华持有其

21.7391%份额，拉萨君祺持有其 2.1739%份额。 

实际控制人：朱立南、陈浩、王能光。 

财务信息（未审计）：珠海君联健宁 2020 年收入 0 万元，净利润-0.08 万元；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珠海君联健宁净资产 1,955 万元。 

关联关系：君联资本为珠海君联健宁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拉萨君祺

的唯一股东。公司董事李家庆先生同时担任君联资本的董事，珠海君联健宁为公

司关联方君联资本控制的企业。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第 7.2.3 条第（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以上“1、关联方基本情况”中所述基金的管理人、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人

均非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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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君祺、珠海君联信诚、宁波龙泰康、珠海君联健宁、上海君祺已参与基

金认购并签署了合伙协议。基金尚处于募集阶段，拟认购的其他方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募集情况严格履行审批程序，及时披露进展情况。 

2、已参与认购的其他合伙人基本情况 

（1）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11122986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宁旻 

注册资本：235623.09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科学院南路 2 号院 1 号楼 17 层 1701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经济贸易咨询；投资咨询；企

业管理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物业管理；销售化工产品（不含

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矿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

出口；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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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瑞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元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0718573787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段西军 

注册资本：75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49849(集中办公区) 

经营范围：章程记载的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

可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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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苏州元聚熙善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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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1R8FYX4P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元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001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 183 号 14 栋 213 室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实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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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乾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CHCP81U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张洋 

注册资本：38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 号 1 幢 401 室 A 区 F0245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及其相关咨询服务。（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

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5）中国人寿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32347P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田美攀 

注册资本：817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1 号 

经营范围：人身保险的商业再保险业务；上述再保险业务的服务、咨询业务；

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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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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亳州市康安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600MA2NEQ7389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胡启胜 

注册资本：30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安徽省亳州市高新区亳芜园区合欢路 76 号科技孵化楼 5 楼 520 

经营范围：药品技术转让与研发投资、股权投资、债权投资、项目投资、投

资管理及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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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2854000X9 

企业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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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UALEEMING 

注册资本：41183.74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中区麻雀岭工业区 M-7 栋中钢大

厦一层及 M-6 栋中钢大厦五层 B 区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是：光机电自动化相关设备的

设计开发及生产经营；系统集成；计算机软件开发；企业先进制造及配套自动化

方案咨询与服务；机器设备租赁业务（不含金融租赁业务）。 

（8）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930137465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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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刘敏慧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687 号 1 幢 5 楼 519 室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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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MA018PW11B4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招商局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8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 1 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 B 座 410 

经营范围：非证券业务的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

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

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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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苏州国发苏创知识产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6MA1Y0DT69T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国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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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苏州市吴中区太湖东路 290 号 

经营范围：知识产权投资咨询，知识产权投资，股权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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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苏州国发新创产业叁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0MA1R9G9A5R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国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9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苏州市吴中区太湖东路 290 号 

经营范围：城市发展产业投资、对外投资、其他企业投资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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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宁波华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AENWU8D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华泰宝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88437.4113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 号 1 幢 401 室 A 区 E0604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

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13）普洛斯建发（厦门）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MA34PDFQ67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厦门君聚普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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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5036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港中路 1692 号万翔国际商

务中心 2 号楼北楼 4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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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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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北京盛景嘉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广州盛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紫成嘉园 13 号楼一层 B28 

注册资本：8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036712U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企业管理；经济贸

易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

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

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

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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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长沙歌榕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歌斐玛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街道滨江路 53 号楷林国际大厦 A 栋 17

楼(集群注册) 

注册资本：1942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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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4MA4QBPC884 

经营范围：从事非上市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咨询服务（不得从事吸收公众

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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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长沙澄岳私募股权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歌斐玛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街道滨江路 188 号湘江基金小镇 13#栋 3

层(集群注册) 

注册资本：101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4MA4QJ5U22L 

经营范围：从事非上市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咨询服务（不得从事吸收公众

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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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长沙歌耘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歌斐玛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街道滨江路 53 号楷林国际大厦 A 栋 17

楼(集群注册) 

注册资本：147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4MA4QBP1Q5W 

经营范围：从事非上市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咨询服务（不得从事吸收公众

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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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8）长沙诺辉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歌斐玛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街道滨江路 53 号楷林国际大厦 A 栋 17

楼(集群注册) 

注册资本：14950 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4MA4QCBU98B 

经营范围：从事非上市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咨询服务（不得从事吸收公众

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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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长沙诺域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歌斐玛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街道滨江路 53 号楷林国际大厦 A 栋 17

楼(集群注册) 

注册资本：1930 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4MA4QCCGAX6 

经营范围：从事非上市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咨询服务（不得从事吸收公众

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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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苏州元聚帆茂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元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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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 183 号 14 栋 213 室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1W8RPR5Y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实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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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平潭建发拾叁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厦门建鑫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湾片区商务营运中心 6 号楼 5 层 511 室-2326(集

群注册) 

注册资本：695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28MA33905R73 

经营范围：依法从事对非公开交易的企业股权进行投资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以上均不含金融、证券、保险、期货等需审批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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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中科院联动创新股权投资基金(绍兴)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中科院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华舍街道大西庄村 1 幢 105 室(承诺申报) 

注册资本：721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21MA2BHJUL8Q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商务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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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3）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彬馥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子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 号 1 幢 401 室 B 区 M1150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J44AW67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未经金融等监管部

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

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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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北京联融致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联融志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 号中关村软件园 10 号楼 2 层 208-16 

注册资本：29490 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WCTY8P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管理；作为母基金对符合条件子基金进行投资和

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

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

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

益”；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下期出资时间为 2030

年 10 月 1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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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君龙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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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王文怀 

住所：厦门市思明区松岳路 6 号悦享中心 A 塔 2001、2201、2301、2501 单

元 

注册资本：80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6782735397 

经营范围：在福建省行政辖区内及已设立分公司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经

营下列业务（法定保险业务除外）：（一）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

保险业务；（二）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三）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相关业务。 

（26）海南省康哲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刚 

住所：海南省海口市江东新区琼山大道 63-1 号和风家园海口市美兰区动迁

工作指挥部-1382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U25XM8M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

企业）；融资咨询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

的项目） 

（27）北京键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宣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小口路 66 号中关村东升科技园·北领地 C-1 楼 3 层

306、308、310、311(东升地区) 

注册资本：6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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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6003726929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

训；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出租办公用房（不含高档写字楼）；

出租商业用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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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2、已参与认购的其他合伙人基本情况”中所述基金的有限合伙人均非

公司关联人，均非失信被执行人。 

四、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1、投资方向 

重点投资运作主体在中国或与中国本土应用密切相关，并且具备快速成长潜

力的早期和成长期医疗健康领域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创新药及生物技术、医疗器

械及诊断技术、专业服务及数字医疗领域的项目。 

2、投资限制 

有限合伙不得进行下列投资： 

(1) 直接投资于土地或房地产项目； 

(2) 从事证券二级市场上买卖流通股股份的交易（“证券交易”），但是前述证

券交易不包括：有限合伙在从所投资项目退出时进行的证券交易；并非以获取短

期差价为目的、通过大宗交易或者协议转让等中国法律和相关证券监管机构所允

许的方式从非散户手中购买上市公司的股份，认购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和配售的股

份；但用于上述认购和配售的资金不得超过有限合伙总认缴出资额的 10%； 

(3) 进行使有限合伙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4) 提供赞助和捐赠； 

(5) 从事法律法规禁止的投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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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存续期限 

有限合伙的期限至自首次交割日起满八年之日止。根据有限合伙的经营需

要，普通合伙人可独立决定将有限合伙期限延长一年，有限合伙期限按照前述约

定延长后，经普通合伙人提议并经顾问委员会同意，有限合伙的期限可再延长一

年，此后经普通合伙人提议并经三分之二同意，有限合伙的期限可以继续延长。 

4、出资进度 

各有限合伙人的认缴出资额应按照缴资通知的要求分期缴付。首次交割日

后，普通合伙人将向有限合伙人发出首期缴资通知。首期出资缴付之后，普通合

伙人可根据有限合伙投资进度、运营需要和资金使用情况向有限合伙人发出后续

的缴资通知，要求各该有限合伙人缴付其余各期出资。有限合伙人亦可根据其与

普通合伙人的约定提前缴付全部或部分出资。 

普通合伙人每次要求有限合伙人缴付出资时，应向每一有限合伙人发出书面

的缴资通知（“缴资通知”）。经普通合伙人和任一合伙人（包括普通合伙人自身）

另行同意，在不减免该合伙人缴付出资义务的情况下，该合伙人可放弃对缴资通

知的要求。缴资通知应于其所载明的该期出资的付款日（“付款日”）之前提前至

少十个工作日送达有限合伙人；但，对于任何一次后续交割后的首期出资，其付

款日可由普通合伙人与相关有限合伙人另行约定。 

5、会计核算方式 

以基金为会计核算主体，建立账簿，独立核算。普通合伙人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编制会计报表，并定期向有限合伙人提交季报、半年报、年报。 

6、管理和决策机制 

普通合伙人设投资委员会，其成员由普通合伙人独立决定。投资委员会的主

要职责为向普通合伙人提出支持或否决有关对投资组合公司的项目投资的收购

或出售的意见。投资委员会向普通合伙人负责。 

普通合伙人在首次交割日后合理时间内组建顾问委员会，顾问委员会由普通

合伙人邀请的有限合伙人代表组成，每个认缴出资额不低于 2 亿的有限合伙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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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提名一名顾问委员会委员；对于任何认缴出资额不足 2 亿的有限合伙人，经普

通合伙人提议，并经认缴出资额不低于 2 亿的有限合伙人委派的顾问委员会委员

中过半数认可，亦有权提名一名顾问委员会委员。普通合伙人的代表担任顾问委

员会主席，主席无表决权，负责组织召开顾问委员会会议；就顾问委员会的组建、

召集与召开等事宜，在普通合伙人的代表不能履行相关职务或者不履行相关职务

的，由半数以上顾问委员会委员共同推举一名委员召集和主持。 

基金对同一投资组合公司进行超过总认缴出额 15%的项目投资，须经顾问委

员会同意；对一投资组合公司进行超过基金总认缴出额 20%的项目投资，须经三

分之二同意。 

7、管理费 

(1) 投资期内，有限合伙按所有资金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额之和的 2%/年向

管理公司支付管理费，但有限合伙每次有投资项目退出（包括确认投资本金损失）

后，自其后的下一个管理费支付期间开始，已收回的项目投资本金（但不包括按

照合伙协议中约定再次用于项目投资的部分）及已确认的投资本金损失中由该资

金有限合伙人分担的部分从管理费基数中扣除。 

(2) 自投资期结束后或合伙协议中约定的投资期中止期开始后的下一管理费

支付期间起，有限合伙按所有资金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中已用于项目投资但尚未

退出的投资本金（每个管理费支付期间的支付标准以各管理费支付期间开始日之

剩余投资本金减去已确认的投资本金损失后的余额中由资金有限合伙人分担的

部分为计算基础）的 2%/年支付管理费。 

(3) 管理费每年按季度分四次支付，首次和最后一次支付的管理费用应当按

实际管理天数占当季的比例计算。 

普通合伙人和特殊有限合伙人无需缴纳管理费。 

8、收益分配机制 

（1）现金分配 

可分配现金中，普通合伙人、特殊有限合伙人各自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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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计算的部分，分别分配给普通合伙人、特殊有限合伙人；资金有限合伙人按

照合伙协议约定的分配比例计算的部分，按照如下方式在该资金有限合伙人和普

通合伙人之间进一步分配： 

1) 首先，分配给该资金有限合伙人，直至该资金有限合伙人累计分配金额

等于其实缴出资额； 

2) 然后，分配给该资金有限合伙人，直至其就上述第（1）项金额，自每一

期出资实际缴付至本有限合伙之日起至相应出资被该资金有限合伙人通过上述

第（1）项分配收回之日止（分期出资及/或分期收回的，按照“先缴付先收回”的

原则分段计算），按照每年 8%的内部收益率实现优先回报（以下称“优先回报”）； 

3) 然后，分配给普通合伙人，使普通合伙人按照本第（3）项累计分配的金

额等于：优先回报/80%×20%； 

4) 如有余额，2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80%分配给该资金有限合伙人。 

（2）非现金分配 

在有限合伙清算完毕之前，普通合伙人应尽其合理努力将有限合伙的投资变

现、避免以非现金方式进行分配；经普通合伙人提议并经三分之二同意，普通合

伙人可决定以非现金方式进行分配。非现金分配时，1）如非现金资产为公开交

易的证券，应根据作出分配决定之日前十五个证券交易日内该等证券的每日加权

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确定其价值，或 2）如非现金资产没有上市价格或公开交

易价格，除非过半数的顾问委员会成员同意普通合伙人确定的价值，普通合伙人

应聘请独立的第三方（该独立第三方的聘请应经顾问委员会批准）进行评估从而

确定其价值。如顾问委员会同意普通合伙人确定的价值，则以此价值为准。 

9、各投资人的合作地位及权利义务 

普通合伙人为有限合伙之执行事务合伙人，普通合伙人排他性的拥有有限合

伙及其投资业务以及其他活动之管理、控制、运营、决策的全部权力，该等权力

由普通合伙人直接行使或通过其委派的代表行使。 

普通合伙人可将有限合伙投资业务的管理职能委托管理公司承担。当前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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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指定的管理公司为君联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君联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可独立决定安排其全资子公司协助其履行对有限合伙的管理职责，管理公司对

上述其全资子公司因履行部分对有限合伙的管理职责所产生的对有限合伙的债

务和责任承担连带责任。除以上规定外，未经三分之二同意(特殊有限合伙人、

关联合伙人应回避本事项的表决），普通合伙人不得更换管理公司。 

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企业的管理或其他事务，不对外代表合伙企业。 

10、退出机制 

经普通合伙人同意，有限合伙人可以依据合伙协议约定向普通合伙人申请转

让合伙权益。 

11、生效条件 

合伙协议经各方签署后生效。 

五、其他事项 

公司董事会拟授权董事长 Boliang Lou 先生全权代表公司办理投资入伙基金

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投资基金具体方案、签署《合伙协议》等相关事项。 

除上述“三、1、关联方基本情况”中所述关联关系外，截至披露日，公司其

他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本

次投资份额认购，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在基金任职。 

君联惠康基金以财务回报为主要投资目的，以少数股权投资为主要投资形

式，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如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则制

度的要求，及时履行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君联惠康基金重点投资运作

主体在中国或与中国本土应用密切相关，并且具备快速成长潜力的早期和成长期

医疗健康领域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创新药及生物技术、医疗器械及诊断技术、专

业服务及数字医疗领域的项目，君联惠康基金所投资项目可能与上市公司存在业

务合作等协同关系。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对基金拟投资标的没有一票否决权。 

公司在本次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前十二个月内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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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形。 

六、投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公司通过参与投资基金，依托投资基金合伙人的专业投资机构的能力和经

验，充分运用各方在行业内项目收集、研判的优势，放大公司投资能力，降低公

司行业并购风险，积极把握产业发展中的良好机会，加快实现公司战略目标，提

升公司未来盈利能力，共同促进医疗健康行业的协同发展。 

本次投资短期内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造成重大影响。在合伙企业

后续经营中，可能存在项目实施、风险管控、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以及退出等多

方面风险因素。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依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进行相应的信息披露。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楼小强及其控制的企业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的总金额为 260,127,750 元（不含本次交易金额），其中 127,750 元为楼小强控制

的康君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租赁公司办公室产生的租金费用，26,000 万元

为公司拟参与康君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及楼小强控制的宁

波泓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仲康致远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作为有限合伙人设立的宁波康君仲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私募投资基金的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君联资本及其控制的企业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

易的总金额为 26,000 万元（不含本次交易金额），系公司拟与君联资本控制的海

南君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宁波康君仲元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私募投资基金的金额。 

八、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参与北京君联

惠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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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董事 Boliang Lou、楼小强、郑北、李家庆、周宏斌已在董事会上对该议案回

避表决。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召开的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明确的同意意见。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关于参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审议该关联

交易事项时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此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上述

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公司通过参与专业投资机构管理的投资基金，依托投资基金合伙人作为专

业投资机构的能力和经验，充分运用各方在行业内项目收集、研判的优势，放大

公司投资能力，提升公司未来盈利能力，共同促进医疗健康行业的协同发展。公

司参与本事项本着公平公正原则，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综上，保荐机构对上

述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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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康龙化成（北京）新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

页） 

 

 

 

保荐代表人：                                            

崔洪军 

 

 

                                                        

郑  睿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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