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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恒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设立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拟投资标的名称：宁波江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产业基金”或“本合伙企业”）（名称待定，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核

准为准，下同） 

 拟投资金额：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1,000 万元。 

 特别风险提示：产业基金尚须在工商局注册及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备案，且该基金此后还存在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经营

管理、交易方案等多种因素影响，因而存在投资失败或亏损等不能实现

预期收益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充分关注可能存在的风险，密切持续关注基金经营管理状况及其

投资项目的实施过程，切实降低公司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本次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6 日在宁波与宁波蓝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蓝湖投资”）等合作方发起设立宁波江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该产

业基金出资规模 47,200 万元人民币（以最终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为准）。具体情

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 认缴出资比例 

宁波市江北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8,000万元 16.95% 

宁波市牛奶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8,200万元 17.37% 

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万元 10.59% 



浙江欣捷建设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万元 6.36% 

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万元 6.36%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万元 6.36% 

宁波市中油南苑石油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万元 6.36% 

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万元 4.24% 

宁波精达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万元 4.24% 

宁波凤凰亚虎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万元 4.24% 

江兴浩 有限合伙人 2,000万元 4.24% 

何存康 有限合伙人 2,000万元 4.24% 

宁波恒帅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万元 2.12% 

宁波一湾三江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00万元 2.12% 

浙江杰佳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万元 2.12% 

宁波蓝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0万元 2.12% 

合计 47,200万元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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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投资在公司董事长审批权限范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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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各方基本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基金管理人） 

公司名称：宁波蓝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廖文剑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庆丰路 799 弄 1号 124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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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宁波蓝源创新天使投资有

限公司 
6,500.00 65% 



2 廖淑英 3,500.00 35% 

合计 10,000.00 100% 

蓝湖投资具备私募基金管理人资质（备案号：P1008323），是一家以资产管

理、投资管理、项目投资和股权投资为主营业务的专业投资机构和资产管理机构，

将作为本次产业基金的管理人。  

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蓝湖投资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且与公司及公司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有限合伙人 

1、宁波市江北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黄锋 

注册资本：13,5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大庆南路 181 号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自有房屋出租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宁波市江北区财政局 13,500 100% 

合计 13,500 100% 

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宁波市江北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

主体。且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

系。 

2、宁波市牛奶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银冲 

注册资本：7,501.86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洪盛路 6号 

经营范围：普通道路货物运输；种奶牛生产经营（以上范围在许可证件有效

期内经营）；财务咨询服务。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奶牛养殖；中式餐（不含冷

菜）供应；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零售；住宿（以上范围在许可证件有

效期内经营）。乳制品[液体乳（巴氏杀菌乳、灭菌乳、调制乳、发酵乳）]、蛋



白饮料的生产加工；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

方乳粉）；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货物和技术除外；奶牛养殖技术咨询；良种奶牛及其他种畜胚胎技术咨询；农

产品收购、批发、零售；本公司房屋、场地租赁，物业服务；以下限分支机构经

营：中式餐（不含冷菜）供应；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零售；饲料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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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张银冲  6,848.9318 91.30% 

2 胡乾龙  176.5133 2.35% 

3 宋烈义  81.718 1.09% 

4 励爱明  81.718 1.09% 

5 阮国宏  78.4437 1.05% 

6 陈建军  53.9309 0.72% 

7 潘胜军  44.9436 0.60% 

8 蒋安远  44.1259 0.59% 

9 陈荣麒  32.6899 0.44% 

10 鲁爱梅  26.9692 0.36% 

11 徐建其  17.1642 0.23% 

12 林佩玉  14.7115 0.20% 

合计 7,501.86 100% 

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宁波市牛奶集团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且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3、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钱高法 

注册资本：22,306.5068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宁波市鄞州投资创业中心（下应北路 717 号） 

经营范围：车辆变速、加速操纵控制系统，车辆电子控制系统，车辆拉索，

软轴，车辆零部件的设计、制造、销售；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

家限制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除外。 

股权结构：该公司为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详见该公司公开披露信息 



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不是失信

责任主体。且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

联关系。 

4、浙江欣捷建设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朱拂晓 

注册资本：37,6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环城北路 455 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消防设施工程施工；住宅室内装

饰装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建设工程设计；人防工程设

计；建设工程勘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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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

工；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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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一般项目：门窗制造加工；砼结构

构件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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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欣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  53.19% 

2 
宁波北坤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7,500.00  19.95% 

3 吴宝银    2,020.00  5.37% 

4 吴国香    1,616.00  4.30% 

5 贾晓明    1,515.00  4.03% 

6 朱祥茂    1,515.00  4.03% 

7 杜世培    1,010.00  2.69% 

8 郑洁      808.00  2.15% 

9 倪国富      606.00  1.61% 

10 徐骁将      606.00  1.61% 

11 吴国强      404.00  1.07% 

合计 37,600.00 100% 

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浙江欣捷建设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且

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5、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张琳 

注册资本：20,324.2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洪兴路 355 号 

经营范围：流量仪表、电子产品、测控系统、阀门、计算机软件及系统集成

的研发、制造、检测、咨询及技术服务；流量仪表及系统的安装、维护；自营和

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房

屋租赁；国内道路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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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为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详见该公司公开披露信息 

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

主体。且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

系。 

6、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张建成 

注册资本：86,098.4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金山路 588 号 

经营范围：汽车类、工业类、家电类精密铝合金压铸件产品、精密铸铁件和

金属零件产品的开发、设计、生产和销售；模具、夹具等工装产品的开发、设计、

制造；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自有厂房及办公用房出租；国际货

运代理业务；投资管理。（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

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股权结构：该公司为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详见该公司公开披露信息 

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且与

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7、宁波市中油南苑石油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钟利达 

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保税区扬子江北路 12 号办公楼 2楼 211 室 

经营范围：成品油：柴油[闭杯闪点≤60℃]、汽油、煤油的票据贸易（在许

可证有效期内经营）；柴油的批发（除危险化学品）（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以下

限分公司经营：汽油、煤油、柴油零售，食品、卷烟、雪茄烟的零售（凭有效许

可证经营)；润滑油、燃料油、溶剂油的批发、零售；以下限分公司经营：日用

品、汽车配件的批发、零售，汽车清洗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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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钟利达    2,691.00  89.70% 

2 陆丽萍      174.00  5.80% 

3 钟爱珍      135.00  4.50% 

合计 3,000.00 100% 

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宁波市中油南苑石油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

体。且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8、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柯建东 

注册资本：23,402.489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长兴路 199 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工业自动

控制系统装置销售；仪器仪表制造；仪器仪表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

造；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专用设备制

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机械设备租赁；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家用

电器制造；家用电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终端计量设备制造；终端计量设备销

售；金属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建筑材料销售；物联网技术

研发；互联网数据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管



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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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网

络货运）；检验检测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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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股权结构：该公司为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详见该公司公开披露信息 

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

主体。且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

系。 

9、宁波精达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郑良才 

注册资本：30,732.8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投资创业园区 

经营范围：换热器设备、精密成形压力机、自动化设备、机械设备、机械设

备的原辅料、机械配件、模具的设计、研发、制造、加工、销售；实业投资；自

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

除外；自有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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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为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详见该公司公开披露信息 

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宁波精达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

主体。且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

系。 

10、宁波凤凰亚虎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郑坚 

注册资本：700 万美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广元路 69 号 

经营范围：电器零件、汽车零配件、五金工具、纸箱、塑料制品、文具的研

制、开发、制造、加工及其包装（除印刷）；普通货物的仓储；自有房屋租赁。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美元） 持股比例 

1 亚太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 700.00 100% 

合计 700.00 100% 

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宁波凤凰亚虎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

主体。且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

系。 

11、江兴浩 

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330206********3116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缸桥巷 39 号 

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江兴浩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且与公司及公司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12、何存康 

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330222********3011 

住所：浙江省慈溪市观海卫镇杜家桥西杜 

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何存康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且与公司及公司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13、宁波一湾三江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安全三江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慈湖人家 301 号 108 室托管 265（商

务托管）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

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以上不含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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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陈安全             580.00  58.00% 

2 陆旦峰             200.00  20.00% 



3 陈剑波             200.00  20.00% 

4 
宁波安全三江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20.00  2.00% 

合计 1,000.00 100% 

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宁波一湾三江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且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14、浙江杰佳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章冲华 

注册资本：12,5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江北工业产业园区经十路 1 号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不锈钢冶炼及不锈钢制品、机械零部件、内燃机配件

的制造、加工；不锈钢材料及制品的批发、零售。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章冲华  12,000.00 96% 

2 章乾杰  500.00 4% 

合计 12,500.00 100% 

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浙江杰佳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且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拟参与设立的合伙企业基本情况 

（一）合伙企业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宁波江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注册地址和经营场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庆丰路 799 弄 1号 119

（以企业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登记的地址为准）。 

3、经营目的：通过合法经营实现资本增值，为投资人创造价值。 

4、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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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企业登记机关最终的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为准）。 



5、存续期限：为 7 年（投资 4年、回收期 3年）。自本合伙企业注册成立之

日起算，确需延长的经出资人一致同意，最多延长 2 年。 

6、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蓝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

合伙人。 

7、投资范围：(a)本合伙企业资金主要投资于新材料、生物医药、港航服务

业、工业互联网、跨境电商、高端装备制造、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具有创新理念和

发展前景的企业。(b)投资于江北区企业的投资总额不少于江北区政府国有出资

有限合伙人出资额的 1.5 倍。包括直接投资、标的公司设立子公司等形式将优质

的区域外投资项目落地到江北区。 

8、投资限制： 

(a)本合伙企业（基金）应根据国家和省、市、区产业发展战略，鼓励引导

投向区内初创或中早期企业（项目），不得投向高污染、高耗能、落后产能等国

家和省、市限制行业。 

(b)不得投资于已上市企业，所投资的未上市企业上市后，所持股份未转让

及其配售部分除外。 

(c)不得投资股票、期货、企业债券、信托产品、理财产品、保险计划及其

他金融衍生品。 

(d)不得从事担保、抵押、房地产（包括自用房地产）、委托贷款等业务。 

(e)不得用于赞助、捐赠等支出。 

(f)不得吸收或变相吸收存款、或向任何第三人提供贷款和资金拆借。 

(g)不得进行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对外投资。 

(h)不得用于其他国家法律法规禁止从事的业务。 

（二）私募基金基本情况 

1、基金管理人：产业基金委托宁波蓝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管理人。 

2、管理费：在其存续期间应按下列规定收取及支付管理费： 

(a)投资期内按每年实缴出资总额的 1.5%收取；回收期内按每年未退出资金

的 1.0%收取；若产业基金延长，延长期不收取管理费；清算期不收取管理费。 

(b)考虑到基金成立日期已是年末，首期支付的管理费总额为基金成立当年

按该年合伙人实际出资天数折算该年度管理费加第二年全年管理费之和，从首期



基金实收资本到位后起十个工作日内向基金管理人支付（实际出资天数即管理费

计算起始日期指：首期基金实收资本到位的日期作为管理费开始计算的基准日）； 

(c)除首期管理费用外，以后管理费用由本基金托管银行按照本合伙协议约

定每半年直接支付给基金管理人一次，于每年 12 月 15 日支付下一年度上半年（1

月 1 日至 6月 30日）的管理费，于每年 6 月 15 日支付当年度下半年（7月 1日

至 12 月 31 日）的管理费（不足半年度的按实际存续天数计算并一次性支付）。

支付日如是节假日，顺延至节假日后第一个工作日。 

宁波蓝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收取的管理费主要用于包含但不限于下述费

用项目： 

(a)基金管理人团队的人事开支，包括工资、奖金、福利、咨询费用和相关

法务财务业务等费用； 

(b)与基金管理人相关的办公场所租金、物业管理费、水电费、通讯费、办

公设施费用等； 

(c)基金管理人在持有、运营、出售项目投资期间发生的差旅费； 

(d)合伙企业的其他日常运营经费。 

3、合伙企业的资金托管： 

(a)委托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担任合伙企业的托管人（“托管机

构”）对合伙企业账户内的全部现金实施托管。 

(b)托管机构的更换由普通合伙人独立决定并在决定后及时通知有限合伙人。 

(c)合伙企业发生任何现金支出时，均应遵守与托管机构之间的托管协议规

定的程序。 

四、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拓展公司投资渠道，优化公司投资结构。同时公司作为投资

人，在项目培育成熟后可实现投资退出，从中分享投资回报，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公司在保证日常经营发展所需资金的前提下，以自有资金参与投资，总投资额占

公司的总资产、净资产和营业收入的比例较小；同时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以出

资额为限对有限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因此，本次投资对公司近期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实施过程不确定性风险 

基金尚处于筹备设立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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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承担的投资风险敞口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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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参

与，以实际认缴出资额为限对基金承担有限责任。 

3、投资规模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公司以自有资金参与投资该基金，是在确保公司主营业务运作正常情况下适

度参与风险投资，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造成不良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现金

流的正常运转。根据该基金的投资原则、投资方向等，基金的投资收益不会对公

司当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4、公司将根据产业基金后续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5号——交易和关联交易》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宁波江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宁波恒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