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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136  证券简称：丽人丽妆  公告编号：2022-003 

 

上海丽人丽妆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投资基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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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基金名称：无锡宝顶启原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合伙企业”）。 

 投资金额：合伙企业的募集规模为人民币 20,100.00万元,

其中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丽人丽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丽人管理”）作为有限合伙人拟认缴出资人民币

1,000.00万元,占合伙企业募集规模的 4.98%。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风险提示：该事项仍需相关部门行政许可后方可实施，是

否能获得批准存在不确定性；合伙企业存在未能按照协议

约定募集足够资金，不能成功设立的风险。后续投资过程

中可能受到国家政策、法律法规、行业宏观环境、技术发

展、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投资项目周期等多种因素影

响，可能面临投资后无法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 

 

一、本次投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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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为更好利用资本市场，实现公司战略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

丽人管理与无锡宝顶嘉丰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堆龙念青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苏州融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林彬、

江苏飞翔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无锡经开雪浪小镇未来园区有限公

司、无锡丰润投资有限公司及无锡宝顶旭中创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于 2022年 1月 18日签订《无锡宝顶启原创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合伙协议》。 

合伙企业募集规模为人民币 20,100.00 万元,其中公司全资

子公司 “丽人管理”作为有限合伙人拟认缴出资人民币 1,000.00

万元,占合伙企业募集规模的 4.98%。无锡宝顶嘉丰私募基金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拟以自有资

金认缴出资人民币 100.00万元。 

（二）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对外投资的金额为人民币 1,000.00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0.43%,本次购买份额事项

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 

本次出资的资金来源为丽人管理的自有资金，不涉及关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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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基金管理人） 

名称：无锡宝顶嘉丰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无锡宝顶嘉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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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92MA266KMH28 

成立日期：2021年 6月 2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万元 

主要管理人员：胡焕新 

执行事务合伙人：胡焕新 

注册地址：无锡经济开发区金融二街 8号 1602-60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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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

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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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胡焕新持有 79.00%的股权，张耀东持有 10.00%

的股权，路志刚持有 8.00%的股权,邵伟持有 3.00%的股权 

投资策略及管理模式：无锡宝顶嘉丰主要投资于有实力的创

始团队，倾向合理的团队利益分配和激励机制；希望发挥战略型

产业基金优势，与基金资源的契合，能从基金管理团队获得关键

方向和战略指导；选择良好的产业前景和发展趋势的优秀赛道。

曾成功地投资了极易电商（京东平台第一大的品牌电商运营服务

商）、星曌传媒（海外移动数字营销解决方案提供商）、兔展科技

（营销整合服务商）、深度赋智（AI 自主学习驱动的 AI 产品公

司）、广州美厨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厨具、厨房配件为主营

业务的品牌企业，新三板代码：870284）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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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投资领域：主要投资于科技、大消费、互联网等高新技

术产业及其制造业等 

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登记信息（备案编号及登记时间）：

P1072527/ 2021年 9 月 16日 

2021 年 6-12月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1年 6-12

月/2021年 12

月 31日 

239.71 231.03 0.00 -118.97 

注：2021年 6-12月为未经审计数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事项信

息披露业务指引》，无锡宝顶嘉丰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

安排，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无增持公司股份计划，无与第三方存在其他影响公司利益的

安排。 

（二）其他有限合伙人 

1、无锡宝顶旭中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92MA279DBA3R 

成立日期：2021年 10月 22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无锡宝顶嘉丰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https://www.qcc.com/firm/138de5c7d790a540ff3152f279cee4d5.html
https://www.qcc.com/firm/138de5c7d790a540ff3152f279cee4d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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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无锡经济开发区金融二街 8号 1602-83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

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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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备案后

方可从事经营活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

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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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吴珂持有 50.00%的股权，无锡宝顶嘉丰私募基

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50.00%的股权 

 

2、苏州融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2130QM3F 

成立日期：2020年 3月 24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珊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仁爱路 99号 D115室 16号工位(集

群登记)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互联网销售；第一类增值电信业

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出版物互联网销售；出版物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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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市场营销策划；社会

https://www.qcc.com/firm/138de5c7d790a540ff3152f279cee4d5.html
https://www.qcc.com/firm/138de5c7d790a540ff3152f279cee4d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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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广告设计、代

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

医用口罩批发；电子元器件批发；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

的商品）；文具用品批发；珠宝首饰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

设备批发；五金产品批发；软件开发；针纺织品及原料批发；服

装服饰批发；鞋帽批发；化妆品批发；照相器材及望远镜批发；

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汽车零配件批发；摩托车及零配件批发；

宠物食品及用品批发；食用农产品批发；新鲜蔬菜批发；新鲜水

果批发；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艺术品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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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易卖东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持有 100.00%的

股权 

 

3、堆龙念青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125MA6T13GG06 

成立日期：2015年 12月 29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晓叶 

注册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古荣农牧产业园 1

栋 1-012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不得从事担保和房地产业务；不得参

与发起或管理公募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金融衍生品；不得

https://www.qcc.com/firm/241d95c4dcae4872a9bc780e560282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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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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不得

经营金融产品、理财产品和相关衍生业务） 

股权结构：陈科屹持有 95.00%的股权，陈昌谏持有 5.00%

的股权 

 

4、林彬 

身份证号码：31010319******287X 

住所：上海市徐家汇路 515弄 

 

5、江苏飞翔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0142137272Y 

成立日期：1996年 1月 15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31,5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施建刚 

注册地址：张家港市凤凰镇 

经营范围：96％十三吗啉原药、96％氟环唑原药的生产、加

工、销售；危险化学品的批发（限按许可证所列项目经营），不

含储存。精制甘油、硅油中间体、硅胶的生产、加工、销售，化

工企业和化工产品的技术服务、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的购销，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实业投资，机械设备租赁；通用设备、热解炉组装。（依

https://www.qcc.com/pl/p91683d0371e3231d8e9988f4930c6d0.html
https://www.qcc.com/pl/p68cf3d4f26ce7ab2fcae7d4ef7c5187.html
https://www.qcc.com/pl/peef3b357145b2e81a98846980957a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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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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市凤凰镇资产经营公司持有 95.3333%的

股权，施建刚持有 2.2476%的股权，濮贤江持有 0.7365%的股权，

姚金元持有 0.6508%的股权，周汉明持有 0.1905%的股权，赵建

良持有 0.1905%的股权，赵伟龙持有 0.1905%的股权，卢正祥持

有 0.1905%的股权，张秋华持有 0.1905%的股权，高新华持有

0.0794%的股权 

 

6、无锡丰润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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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20211598593671R 

成立日期：2012年 6月 20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28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茹华杰 

注册地址：无锡市金融一街 10号 17楼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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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无锡市太湖新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00.00%

的股权 

 

7、无锡经开雪浪小镇未来园区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115823393618 

成立日期：2011年 9月 16日 

https://www.qcc.com/firm/75f1cbf088e31055e4c7cd7d6493719e.html
https://www.qcc.com/pl/peef3b357145b2e81a98846980957a38.html
https://www.qcc.com/pl/p2f6a3113143df16087485043d6eb86a.html
https://www.qcc.com/pl/pf3168dc9d94a5cc1e7b1ba9900847ac.html
https://www.qcc.com/pl/p57caac31327bbc06bbacca003a4a229.html
https://www.qcc.com/pl/p401fc1b42b7e4a8cc40fa5d0ab40ff1.html
https://www.qcc.com/pl/p401fc1b42b7e4a8cc40fa5d0ab40ff1.html
https://www.qcc.com/pl/p3271f0804d7591298b423409de2dd28.html
https://www.qcc.com/pl/peea1e4d6f5bfe5cecaab72033c2ce8e.html
https://www.qcc.com/pl/pb425de5110422e09f94405bfc932c7c.html
https://www.qcc.com/pl/pb64a9c0e5ccb2c82dbbe3a17291411d.html
https://www.qcc.com/firm/49f1527f7a74cc1b07b854c531f9c55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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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章凯文 

注册地址：无锡市滨湖区太湖街道育才路 2号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的研发、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利

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受托资产管理（不含国有资产）；投资咨

询（不含期货、证券类）；经济贸易咨询服务；企业管理服务；

企业策划、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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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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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江苏无锡经济开发区财政局持有 50.00%的股权，

无锡经开太湖湾信息技术产业园有限公司持有 49.25%的股权，

无锡市太湖街道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 0.75%的股权 

 

三、拟参与投资基金情况 

1. 拟设立投资基金名称：无锡宝顶启原创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2、注册地址：无锡经济开发区金融二街 8号 1602-82 

3、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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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备案后

方可从事经营活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

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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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qcc.com/pl/pr054cc4995bf7014fe1374f227a99bf.html
https://www.qcc.com/firm/gab5a08d419b198c33e9b014b5afc406.html
https://www.qcc.com/firm/014b3fbfd38946b8d5f6a9901f1f216a.html
https://www.qcc.com/firm/87cc71c65ab3e77e4f49ce75e6a85832.html


－10－ 
 

4、成立日期：2021 年 10 月 22日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92MA279CX684 

6、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7、现有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万元 

8、执行事务合伙人：无锡宝顶嘉丰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9、现有股权结构：王翊人持有 50.00%的股权，无锡宝顶嘉

丰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50.00%的股权 

10、基金规模：合伙企业募集规模为人民币 20,100.00万元,

其中丽人管理作为有限合伙人拟认缴出资人民币 1,000.00 万元, 

占合伙企业份额为 4.98%。无锡宝顶嘉丰作为合伙企业的普通合

伙人拟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人民币 100.00万元 

11、基金已经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获取了江苏无锡经济开

发区行政审批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12、投资人及出资额： 

 

序号 企业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人民

币元） 

出资比例

(%) 

承担责任

方式 

是否已实

缴出资 

1 

无锡宝顶嘉丰私

募基金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现金 1,000,000.00 0.50 无限责任 是 

2 

无锡宝顶旭中创

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现金 76,000,000.00 37.81 有限责任 否 

3 
苏州融荣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现金 2,000,000.00 1.00 有限责任 是 

https://www.qcc.com/firm/138de5c7d790a540ff3152f279cee4d5.html
https://www.qcc.com/firm/138de5c7d790a540ff3152f279cee4d5.html
https://www.qcc.com/pl/pr7400b613f18b05f79f5df98cdc9b99.html
https://www.qcc.com/firm/138de5c7d790a540ff3152f279cee4d5.html
https://www.qcc.com/firm/138de5c7d790a540ff3152f279cee4d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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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堆龙念青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现金 2,000,000.00 1.00 有限责任 是 

5 
上海丽人丽妆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 
现金 10,000,000.00 4.98 有限责任 是 

6 林彬 现金 10,000,000.00 4.98 有限责任 是 

7 
江苏飞翔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 
现金 20,000,000.00 9.95 有限责任 是 

8 
无锡丰润投资有

限公司 
现金 40,000,000.00 19.90 有限责任 否 

9 

无锡经开雪浪小

镇未来园区有限

公司 

现金 40,000,000.00 19.90 有限责任 否 

合计 201,000,000.00    

 

13、本次私募基金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登记情况：合伙企业将

按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要求的时限完成备案登记。 

14、存续期限：本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为 7年，自首次交割

日起算至第 7个周年日为止。其中，合伙企业的投资期自首次交

割日起 4年，合伙企业的管理及退出期为 3年。经合伙人会议审

议通过后，可通过修改有限合伙协议的方式延长或提前终止合伙

企业的存续期限，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可延长两次，每次一年。 

15、资金来源和出资进度：丽人管理参与投资的资金来源为

公司自有资金。有限合伙人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以及执行事务合

伙人发送《缴付出资通知书》的要求按时、足额缴付其认缴出资

额。丽人管理出资期限为 2031年 10月 21日。 

16、投资领域和投资范围：合伙企业主要投资于科技、大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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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互联网等高新技术产业及其制造业等领域的企业。 

17、丽人管理作为有限合伙人，与其他参与投资基金的投资

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出资方式 

丽人管理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以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发送《缴

付出资通知书》的要求按时、足额缴付其认缴出资额。丽人管理

出资期限为 2031年 10月 21日。 

 

（二）资金托管 

合伙企业委托一家商业银行对合伙企业账户内的全部资产

实施托管，以保证合伙企业资产独立，不与管理人的资产混同。

在本合伙企业存续期间，托管人的聘请及更换应经全体合伙人一

致同意。因委托及更换托管人所产生的费用应纳入合伙企业费

用。合伙企业发生任何现金支出时，均应遵守与托管人之间的托

管协议约定的程序。 

 

（三）各投资人的合作地位和主要权利义务 

1. 普通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为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的责任：（1）普通合伙人对于合伙企业的债务承

担无限连带责任；（2）普通合伙人应当基于诚信及公平原则为合

伙企业谋求利益最大化。若因普通合伙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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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合伙企业受到经济损失，普通合伙人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普通合伙人主要权利：（1）负责向有限合伙人报告合伙企业

工作；（2）执行合伙人根据法律规定和本协议约定做出的决议；

（3）订立与合伙企业日常运营和管理有关的企业制度；（4）决

定变更合伙企业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5）决定变更合伙企业的

名称、注册地址；（6）代表合伙企业取得、持有、管理、维持和

处置合伙企业的资产，包括但不限于投资性资产、非投资性资产

等；（7）执行合伙企业日常事务，办理有限合伙企业的经营审批

手续，采取为维持合伙企业合法存续、以合伙企业身份开展经营

活动所必需或适合的一切行动；（8）决定有限合伙人的入伙、退

伙及份额转让、质押；（9）在不对其他有限合伙人的经济或法律

权利产生不利影响的前提下修改合伙协议的相关内容，根据本协

议的约定由全体合伙人决定的事项所导致的必要修改除外；（10）

为有限合伙的利益决定提起诉讼或应诉，进行仲裁；与争议对方

进行妥协、和解等，以解决有限合伙与第三方的争议；采取行动

以保障合伙企业的财产安全，减少因合伙企业的业务活动而对合

伙企业、合伙人及其财产可能带来的风险；（11）根据适用法律

的规定及税务监管的要求，处理合伙企业的涉税事项。 

2.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不得对外代表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人主要权利：（1）根据相关适用法律和本协议的规

定，就相关事项行使表决权；（2）有权了解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

和财务状况，查阅合伙企业的会计账簿，获取半年度报告、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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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告；（3）参与合伙企业收益分配的权利；（4）转让、质押

其持有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的权利；（5）决定普通合伙人除名和

更换的权利；（6）向投资决策委员会委派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7）对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情况的进行监督；（8）在

合伙企业中的利益受到侵害时，向有责任的合伙人主张权利或者

提起诉讼；（9）在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时，有权为了合

伙企业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10）合伙企业清算时，

按其实缴出资额及本协议的规定参与合伙企业剩余财产的分配。 

 

（四）管理及决策机制 

为了提高投资决策的专业化程度和操作质量，本合伙企业设

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由 5名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组

成，投资决策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1名。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间，经

合伙企业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变更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投资决策委员会按照每人一票的方式对投资决策委员会审

议事项作出决议，所有审议事项均须三分之二委员一致表决同意

方可通过。 

出现下列情形的，需经投资决策委员会全体一致通过后方可

执行： 

（1）单个项目投资超过合伙企业出资总额 20%以上的； 

（2）单个项目投资后所占出资比例超过 51%，达到控股水

平的； 

（3）项目投资后将导致已投资的早中期创新型企业的资金

比例及未投资资金（需扣除本次项目投资金额）比例之和低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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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企业出资总额 30%的。 

 

（五）投资领域 

本合伙企业的投资领域和投资范围为：主要投资于科技、大

消费、互联网等高新技术产业及其制造业等领域的企业。 

 

（六）投资限制 

合伙企业不得进行下列投资：（1）合伙企业不得在任何单个

被投资企业中投入超过合伙企业完成最终交割后的认缴出资总

额的百分之二十；（2）合伙企业不得从事在证券交易市场买卖流

通股股份等短期套利或投机的交易行为。为免疑义，前述交易行

为不包括合伙企业从其所投资项目退出时进行的证券交易、因被

投资企业与上市公司进行换股交易取得的股份及其处置所需的

证券交易，对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及各区域性产权交易

所挂牌交易的公司的股权进行投资；（3）合伙企业不得直接投资

且持有不动产；（4）合伙企业不得从事担保、抵押、委托贷款业

务、以及被投资公司承诺保本和定期分配利息等固定收益的投资

业务；（5）合伙企业不得投资二级市场股票、期货、证券投资基

金、评级 AAA以下的企业债、信托产品、保险计划及其他金融衍

生品；（6）合伙企业不得直接投资于设立于中国境外的基金；（7）

合伙企业不得发行信托或集合理财产品募集资金；（8）合伙企业

不得对外借款或举债。 

 

（七）退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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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将尽合理努力寻求使合伙企业的项目投资通过以下

适当方式退出，具体退出方案应经过投资决策委员会表决通过后

方可实施：（1）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退出；（2）项目公司的股

权、资产被上市公司、并购基金或其他产业和/或机构/个人收购；

（3）投资决策委员会认为合适的其他退出方式。 

 

（八）管理费 

（1）投资期内（不含投资中止期），按照全部有限合伙人实

缴出资的 2%/年计算；管理费计算公式为：全部有限合伙人的实

缴出资*（当期年度实际投资天数/365）*2%/年； 

（2）退出期内，按照全部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用于尚未退

出的投资项目的投资成本的 1%/年计算；管理费计算公式为：全

部有限合伙人的实缴出资用于尚未退出的投资项目的投资成本*

（当期年度实际投资天数/365）*1%/年； 

（3）延长期和清算期内，管理人不收取管理费； 

（4）本合伙企业现有有限合伙人超出认缴出资额的出资，

或后续合伙人的出资，其管理费比例和提取方式参考上述方式进

行； 

（5）如本合伙企业账户资金余额不足，则待各合伙人缴付

下期出资或由本合伙企业所获得的投资收益或取得其它收入后

进行提取。 

下列费用由管理人在管理费中列支：与普通合伙人及/或管

理人日常行政和管理相关的、无法列入合伙企业费用且无法由被

投资企业或其他人士承担的费用和支出，包括管理团队及其他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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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人事开支（包括工资、奖金、福利、差旅费等）、办公场所

租金、办公设施费用、物业管理费、水电费、通讯费以及其他管

理人的日常营运费。就与合伙企业运营管理相关的事宜，如管理

人聘请咨询服务机构提供咨询服务，相关咨询服务费用由管理费

承担，或在管理费额度内列支。 

 

（九）基金的收入来源和分配方式 

合伙企业的全部收入及可用于分配的资金指下列收入在扣

除合伙企业应承担的费用、预留费用及相关税费后的可分配部

分： 

（1）合伙企业从其处置项目投资获得的收入（包括全部出

售标的公司股权或部分处置标的公司股权所得现金收入的分配、

非现金分配以及源于项目公司的任何红利收入的分配）； 

（2）尚未进行投资或用于其它目的并可返还给各合伙人的

实缴出资额； 

（3）合伙企业从其投资运营活动获得的分红、股息、其他

类似的现金收入； 

（4）合伙企业所获得的利息所得和/或股息收入； 

（5）合伙企业被动投资收入。 

本合伙企业在每个投资项目退出后均应当进行现金分配，不

得滚动投资，合伙企业的可分配收入按如下顺序进行分配： 

（1）第一轮分配：按照全体有限合伙人之间的实缴出资比

例向全体有限合伙人进行分配，直至各有限合伙人于本轮获得的

所有分配金额等于其截至该轮分配日对合伙企业的累计实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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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2）第二轮分配：如经过第一轮分配后仍有余额，则向普

通合伙人分配，直至普通合伙人于本轮获得的所有分配金额等于

其截至该轮分配日对合伙企业的累计实缴出资； 

（3）第三轮分配：如经过第一轮、第二轮分配后仍有余额，

则向全体有限合伙人按照各自相对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直至

各有限合伙人于本轮获得的分配等于其实缴出资额按照每年百

分之八（8%）的收益率(单利)计算的投资回报（“有限合伙人优

先回报”）。为免疑义，各有限合伙人的每期出资的投资回报自该

期出资对应的缴款到期日起算（含该日）直至其收回该期出资之

日止（不含该日），如存在分期实缴，则分段计算； 

（4）第四轮分配：如经过第一轮、第二轮、第三轮分配后

仍有余额，则向普通合伙人分配，直至普通合伙人于本轮获得的

所有分配金额（“弥补普通合伙人回报”）等于如下公式计算的金

额： 

弥补普通合伙人回报=(有限合伙人优先回报/80%)*20% 

（5）第五轮分配：如经过第一轮、第二轮、第三轮、第四

轮分配后仍有余额，则其中的 2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另外 80%

按各有限合伙人的相对实缴出资比例向全体有限合伙人分配。 

合伙企业的亏损承担原则为： 

（1）合伙企业的亏损由各合伙人届时按其实缴出资比例承

担； 

（2）合伙财产不足清偿合伙企业债务时，普通合伙人对合

伙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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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十）解散与清算 

解散： 

合伙企业应在下列任何任一解散事件发生之日起十五个日

内进行清算：（1）合伙企业经营期限届满且不再延长；（2）本协

议约定的合伙目的已经实现或无法实现；（3）普通合伙人被除名

后或根据本协议约定退伙后合伙企业没有普通合伙人且合伙企

业没有接纳新普通合伙人；（4）全体合伙人同意解散合伙企业；

（5）有限合伙人一方或数方严重违约，致使合伙企业无法继续

经营；（6）合伙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清算： 

各合伙人在此同意指定普通合伙人担任清算人。所有合伙企

业未变现的资产由清算人负责管理。 

清算人执行下列事务： 

（1）处理合伙企业的资产，分别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

单；（2）处理与清算有关的合伙企业未了结的业务；（3）清缴所

欠税款；（4）清理债权、债务；（5）处理合伙企业清偿全部债务

后的剩余财产；（6）代表合伙企业参加诉讼或者仲裁活动。 

 

（十一）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引起的及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应通过友好协

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则应依法提交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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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全体合伙人共同有效签署之日起成立并生效。 

 

（十三）投资冷静期 

投资冷静期后设置回访：本协议签署完毕且有限合伙人缴足

其首笔出资额后 24 小时内（投资冷静期），基金管理人不得主动

联系该有限合伙人。在投资冷静期届满后，基金管理人指定公司

从事基金销售推介业务以外的人员以录音电话、电邮、信函等适

当方式进行投资回访。回访过程不得出现诱导性陈述。未经回访

确认成功，合伙人的出资款不得由募集结算资金专用账户划转到

基金财产账户或托管账户，基金管理人不得投资运作该款项。 

 

五、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丽人管理本次拟投资基金的事项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有利

于公司围绕自身主营业务继续深耕发展，也可以通过投资的方式

使公司可以连接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相关产业，使公司进一步有

机会了解和把握各相关产业的发展前景及行业趋势，为公司未来

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 

本次投资不会影响公司现金流的正常运转，不会对本公司的

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六、风险揭示 

丽人管理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人民币 1,0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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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合伙协议的相关规定，丽人管理在认缴出资份额内承担有限

责任，存在着在认缴出资额范围内无法收回投资成本的风险。 

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无锡宝顶嘉丰及其创始合伙人胡焕

新虽然有着丰富的投资经验，但是不保证基金财产中的认购资金

本金不受损失，也不保证一定盈利及最低收益。基金的投资标的

为非上市公司，投资项目不保证一定能够完成上市，在投资退出

时可能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存在着投资失败的风险。 

此外，合伙企业投资的项目中有部分项目仍然处于前期成长

期，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受到行业环境、国家政策、资

本市场环境、管理人水平、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存在投资失

败的风险，以及无法产生协同效应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丽人丽妆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