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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股权投资基金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无锡高投毅达鼎祺人才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股权

投资基金”） 

●投资金额：2,000万元  

●风险提示： 

1、由于股权投资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低的特点，本次投资可能面临较长的投资

回收期；  

2、受宏观经济的影响、投资标的的选择、行业环境以及基金自身管理和技术等多种因素

影响，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效益的风险； 

3、股权投资基金对外投资过程中将受政策、税收、经济周期、投资标的经营管理等多种

因素影响，亦可能面临投资标的选择不当、决策失误、投资失败及亏损等风险。 

4、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承担的投资风险敞口规模不超过出资额，即2,000万元。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无锡信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无锡弘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

发展需要，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认购股权投资基金出资总额的4%。管理层负责

签署股权投资基金合伙协议并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行使相关责任和权利。 

（二）对外投资的审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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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对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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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  

二、基金管理人的基本情况   

（一）管理人 



1、基本情况   

南京毅达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京毅达股权投资”）为投资基金

的管理人。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成立时间：2016年2月23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西藏爱达汇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59号国睿大厦二号楼4楼B504室  

经营范围：受托管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股权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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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管理人员：应文禄、戴鑫泽  

管理模式：委托管理  

股权结构：目前南京毅达股权投资的股东为西藏爱达汇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江苏毅达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其持股比例分别为99%、1%。   

主要投资领域：股权投资。  

2、基金业协会备案情况   

南京毅达股权投资已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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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了私募基金管理

人登记备案，登记编号为P1032972。   

3、南京毅达股权投资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南京毅达股权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相关利益安排，未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公

司股份，不拟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也未与第三方存在影响公司利益的安排。 

4、经查询，南京毅达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股权投资基金基本情况及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一）股权投资基金基本情况   

1、基金名称：无锡高投毅达鼎祺人才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存续期限：合伙企业登记的合伙期限为8年，其中前三年为投资期，后五年为退出期。

为合伙企业的经营需要，经合伙人会议决议，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可延长两次，每次一年。

投资期为三年，为合伙企业的经营需要，经普通合伙人决定，合伙企业的投资期可延长一年，

如再次延长需经合伙人会议决议通过，投资期的延长期视同投资期。 



4、执行事务合伙人：无锡毅达汇德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基金规模：人民币50，000万元  

6、资金来源：均为合伙人的自有资金。  

7、投资人、投资比例及出资进度 

 
  

 

合伙人 

 

合伙人性质 
认缴出资额 

（万元） 

 

缴付期限 

 

出资比例 

无锡毅达汇德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 500 2024年12月31日 1% 

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4,500 2024年12月31日 29% 

无锡鼎祺创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5,000 2024年12月31日 10% 

无锡鼎祺金马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5,000 2024年12月31日 10% 

无锡鼎祺山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5,000 2024年12月31日 10% 

无锡丰润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 2024年12月31日 10% 

泰州市盛毅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有限合伙人 1,500 2024年12月31日 3% 

苏州市汇涓为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有限合伙人 2,000 2024年12月31日 4% 

上海朝茶夕酒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00 2024年12月31日 2% 

无锡弘捷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 2024年12月31日 4% 

南京毅达汇员鼎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2,000 2024年12月31日 4% 

葛林风 有限合伙人 1,000 2024年12月31日 2% 

无锡贝斯特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 2024年12月31日 2% 

张小红 有限合伙人 1,000 2024年12月31日 2% 

袁晓峰 有限合伙人 1,500 2024年12月31日 3% 

杨丽鸿 有限合伙人 1,000 2024年12月31日 2% 

杨荣锦 有限合伙人 1,000 2024年12月31日 2% 

合计 / 50,000 / 100% 

除公司之外其他合伙人基本情况：  

（1）无锡毅达汇德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11MA7F7CGM6D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南京毅达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21年12月31日 

https://www.qcc.com/firm/1ca03ca45693bdbbf316763bb5c2a835.html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无锡市滨湖区建筑西路599-5（1号楼）四楼401-63室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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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1347595731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会清 

成立日期：1992年7月30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南京市虎踞路99号 

经营范围：金融投资、实业投资、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及投资管理业务。省政府授权范

围内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兼并重组以及经批准的其他业务。投资咨询。（国家有专项规定

的办理审批手续后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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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鼎祺创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11MA2729YL09  

注册资本：人民币30,1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无锡源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9月10日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无锡市滨湖区建筑西路599-5（1号楼）四楼401-47室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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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无锡鼎祺金马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11MA2725P27P  

注册资本：人民币30,1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无锡源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9月10日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无锡市滨湖区马山街道梅梁路88号352室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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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无锡鼎祺山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11MA272A1B1M  

注册资本：人民币30,1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无锡源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9月10日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无锡市锦溪路100号科教创业园3号楼205-180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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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无锡丰润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11598593671R  

注册资本：人民币376,4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茹华杰 

成立日期：2012年6月20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无锡市金融一街10号17楼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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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泰州市盛毅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281MA252TR232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蒋红兵 

成立日期：2021年1月20日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兴化市戴南镇科技园区富康路西侧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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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苏州市汇涓为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6MA235G7C7U  



注册资本：人民币4,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芬 

成立日期：2020年11月17日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苏州市吴中区金庭镇西山涵园35幢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

信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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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上海朝茶夕酒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0MA1G83E470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孔尧 

成立日期：2016年3月1日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上海市杨浦区伟德路6号505-19室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资产管理，企业管理，投资咨询，商

务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知识产权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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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南京毅达汇员鼎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6MA7L6C397J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南京毅达资本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22年3月23日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南京市六合区雄州街道雄州东路261号2幢510—2室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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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葛林风，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320921************，住

所地位于江苏省无锡市。 

（12）无锡贝斯特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11796128930H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曹余华 

成立日期：2006年11月6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住所：无锡市建筑西路599号A幢十层1013 

经营范围 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超导材料研发销售；新兴能源技

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信

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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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张小红，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321082************， 住

所地位于江苏省泰州市。 

（14）袁晓峰，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3301061************，住

所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 

（15）杨丽鸿，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130481************， 住

所地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 

（16）杨荣锦，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320123************，住

所地位于南京市六合区。 

8、基金备案情况：投资基金已注册成立，成立后需要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

案登记。 

9、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

参与基金份额认购、未在基金中任职。 

（二）管理费 

管理人有权向本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收取管理费，用做基金运营费用。 

（1）管理费的收取，投资期每年度按照认缴金额2%。 

（2）管理及退出期每年度按照本合伙企业实缴出资扣减已分配给合伙人的退出项目对应

的投资成本后的余额的2%。 

（3）管理及退出期之延长期的期间及清算期间，原则上不收取管理费，如管理人认为存

在收取管理费合理理由的，管理费收取方式经合伙人会议审议通过。 

（4）管理费调整：本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或本合伙企业尚未退出投资组合公司投资成

本在该计算期间内减少或增加的，应按月计算减少额或增加额对该计算期间的管理费的影响，

并应在下一计算期间的管理费中予以增减。 



（三）出资缴付   

本基金分多次缴付出资，每位合伙人按照管理人发出的付款通知实缴出资。首次实缴出

资金额按照该合伙人的认缴出资的百分之三十（30%）的金额缴付，剩余资金由管理人根据

投资进展通知全体有限合伙人缴付。 

（四）投资领域和退出机制  

本合伙企业主要投资符合太湖湾科创带产业导向的行业或领域，包括但不限于集成电路

设计、生命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海空核心部件、智能装备、数字文化等六大新兴产业。

优先投资“双创人才”、“太湖人才”、“滨湖之光”等人才项目企业。 

合伙企业投资退出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股权投资基金所投项目将以IPO上市或并购上市的方式实现退出。 

（五）收益分配与亏损分担   

1、企业的收益分配方式： 

（1）股权投资基金投资项目退出后，收回的资金优先向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分配进

行分配其项目投资总额（含管理费），可分配资金的分配原则为“先回本后分利，先有限合

伙人后普通合伙人”，收益率（以单利计算，每期资金全部缴纳之日作为该期资金的计算起

始时间。）达到门槛收益率8%之上部分，由普通合伙人收取净利润的20%作为绩效收益分配。

具体按下面顺序分配：（1）返还各有限合伙人之累计实缴资本，直至各有限合伙人均收回其

实缴资本。如有余额，则（2）返还普通合伙人之累计实缴资本，直至普通合伙人收回其实缴

资本。如有余额，则（3）支付有限合伙人门槛收益，直至各有限合伙人之实缴资本实现8%/

年的收益率。如有余额，则（4）支付普通合伙人门槛收益，直至普通合伙人之实缴资本实现

8%/年的收益率。如有余额，则（5）实施超额收益分配，该超额收益的（i）20%归普通合伙

人，（ii）80%归全体合伙人。 

（2）因有限合伙人逾期缴付出资而向本合伙企业支付的出资违约金，计为本合伙企业的

其他收入，应在全体合伙人（但不包括支付该等违约金的有限合伙人）之间根据其实缴出资

比例进行分配。 

（3）本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届满前，普通合伙人应尽其最大努力将本合伙企业的投资变

现、避免以非现金方式进行分配；但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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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在符合适用法律的前提下，由普通合伙人提议并经合伙人会议同意，可

以非现金方式进行分配。非现金分配的定价应公允，如为没有公开交易价格的资产，应由合

伙人会议认可的评估机构评估。 

2、企业亏损的分担方式：由合伙人按依照各自出资额（含管理费）占合伙企业出资总额



的比例分担亏损。  

（六）管理及决策机制     

为保证合伙企业组合投资的专业性，本合伙企业由管理人负责投资决策。 

四、投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1、在保证公司主营业务稳健发展的前提下，公司投资股权投资基金，可以有效借助专业

机构的投资能力、投资渠道及投资经验，进一步拓展公司投资领域，优化公司产业布局。  

2、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亦不

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五、风险提示   

1、由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低的特点，公司本次投资可能面临较

长的投资回收期；  

2、受宏观经济的影响、投资标的的选择、行业环境以及基金自身管理和技术等多种因素

影响，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效益的风险；  

3、股权投资基金对外投资过程中将受政策、税收、经济周期、投资标的经营管理等多种

因素影响，亦可能面临投资基金投资标的选择不当、决策失误、投资失败及亏损等风险。  

4、公司将及时关注本投资基金未来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上市公司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事项信息披露业务指引》等相关要求，继续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无锡信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