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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91             证券简称：联合光电             公告编号：2022-061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7月 11日召开了第

三届董事会第 8次临时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 5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与

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拟与专业投资机构前海清岩华山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

海清岩”）、深圳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中金启元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

金（有限合伙）、天津仁爱信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潍坊清寰咨询中心（有限合伙）、董

国云共同投资设立股权投资基金“深圳市华山科创天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

定名，以工商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华山科创天使投资基金”）。总

投资规模不超过6亿元，合伙企业的出资方式为现金出资，由合伙人分期缴纳，首期基金

规模为5亿元，其中，公司首期出资1,000 万元。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王志伟先生任前海清岩法人

代表、总经理、执行董事，本次交易涉及关联交易。 

3、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前海清岩华山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BHNM0L 

住所/注册地/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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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WANG ZHIWEI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6年4月26日 

主营业务：投资管理（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

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股权投资；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

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 

主要股东：马洪文持有40%股份、官明杰持有30%股份、焦君慧持有30%股份 

实际控制人：马洪文 

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前海清岩，成立于2016年4月，于2018年8月在中国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

登记编码为：P1068810。 

前海清岩主要管理团队成员具有全球视野，并在科技行业及资本市场耕耘近二十年，

拥有资深的高科技产业背景，丰富的创业和企业运营经验，以及科技行业广泛的人脉资源。

管理团队成员曾领导投资布局了一系列国内外科技行业的领军企业，如兆易创新、安集微

电子、芯原股份、九号机器人、Unity及Movidius等。并依托管理团队成员的专业能力及

“全球视角”，为被投企业深度赋能并取得显著成效，创造了优异的投资业绩。 

前海清岩自基金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完成后，始终专注硬科技投资，是国内少数长期

耕耘半导体、先进制造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等硬科技领域的专业化管理人，并在近三年来取

得了长足的进步，目前总管理规模超过八亿元，投资了一系列优质科技企业，如广州慧智

微电子、苏州汉天下电子、芯迈微半导体、上海孪数科技、南京楚航科技、上海肇观电子

等。 

2021年年度的营业收入600.08万元、净利润65.89万元；2021年年末的净资产1,028.63

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王志伟先生任前海清岩法人代表、

总经理、执行董事，本次交易涉及关联交易。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前海清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及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1、名称：深圳市华山科创天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以工商登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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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最终核准的名称为准）。 

2、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3、基金规模：本合伙企业认缴出资额为五亿元人民币（RMB500,000,000元）。本合

伙企业的目标募集规模为六亿元人民币（RMB600,000,000元）。 

4、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

务（以工商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5、出资认缴原则： 

所有合伙人之出资方式均为以人民币现金出资；合伙企业的认缴出资额为合伙协议中

附件一所列的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额与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额之总和。 

其中，首期认缴额中公司认缴的出资为1,000万元。 

6、存续期限：自成立日（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十（10）年（“存续期”，包括

延长期（如有））。 

7、投资方向及投资目标： 

（1）投资方向：在经营范围内从事天使投资、天使投资管理及其它与天使投资相关

的活动，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并实现全体合伙人利益最大化。 

（2）投资目标：主要投资于深圳市扶持和鼓励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

其他市政府重点发展的产业，具体为新一代电子信息、高端制造装备以及新材料三大产业。

合伙企业在上述三大产业的投资金额不低于本合伙企业可投资金总额的60%。 

8、合伙人信息：截至目前，华山科创天使投资基金的合伙人拟认缴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 

或姓名 
住所 证件名称及编号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比例 

普通合伙人  

前海清岩华山

投资管理（深

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

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

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

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DBHNM0L 
1,000 2% 

有限合伙人  

深圳市天使投

资引导基金有

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深南

大道 1006 号深圳国际创新

中心(福田科技广场)B 栋二

十七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F5DPCXL 
20,000 40% 

中金启元国家

新兴产业创业

投资引导基金

（有限合伙） 

上城区元帅庙后 88 号 142

室-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2MA27YCUY4B 
10,00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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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仁爱信悦

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

港区)亚洲路 6975 号金融贸

易中心南区 1-1-1313(天津

互贸通商务秘书服务有限公

司托管 169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8MA06WM1J92 
10,000 20% 

潍坊清寰咨询

中心（有限合

伙） 

山东省潍坊综合保税区创新

创业中心二楼 76-151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700MA957QLK4M 
6,000 12% 

董国云 
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金星园

5 号楼 2 单元 2073 号 

身份证号码： 

370602197107212355 
2,000 4% 

中山联合光电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益

围路 10 号 1-3 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2000778330115C 
1,000 2% 

9、出资安排：合伙人认缴的合伙企业出资，可以一次性缴清，亦可以分期缴清，具

体缴付时间及数额以执行事务合伙人书面“出资缴付通知”为准，但首次缴付自本协议首

次签署之日起不得晚于三个月。 

10、管理方式：前海清岩华山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为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

人，管理合伙企业。 

11、投资方式：可采用直接股权投资或以股权投资为目的的可转债作为投资方式。 

12、投资决策：合伙企业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为合伙企业唯一投资

决策机构。 

13、收益分配：合伙企业的可分配收入分配采取整体“先回本后分利”和项目“即退

即分”原则，合伙企业应当在收到每笔退出款项之日起30天内启动分配程序。合伙企业的

可分配收入应在全体合伙人之间按照其实缴出资比例进行核算、划分（“初步划分”），

在此基础上按照先有限合伙人、后普通合伙人的顺序返还成本，再进行分利的原则进行分

配。 

14、违约责任：本协议签署后，各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本协议规定的各项义务。

若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而给其他各方造成损失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因其违约行

为而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投资经各方协商确定，各方按照对华山科创天使投资基金相应的认缴出资份额入

伙，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遵循平等、自愿、公平的原则。 

五、合作投资暨关联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交易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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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清岩作为国内排名靠前的投资机构，过往在半导体、先进制造和新一代信息技术

等在内的硬科技投资赛道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拥有丰富的投资经验，过往基金投资也为出

资人取得了较高的投资回报。 

此次公司拟利用闲置自有资金，作为有限合伙人认购华山科创天使投资基金1,000万

元的合伙份额，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更好的为股东创造价值。同时通过对华山科创

天使投资基金的投资，可以和优秀的被投企业探索商业合作机会，进一步推动公司的发展，

提高综合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有利于完善公司的整体战略布局。 

2、存在风险 

华山科创天使投资基金正在募集中，实际募资及各方缴付出资情况可能存在不确定

性。华山科创天使投资基金尚需完成合伙人的变更等工商手续，尚需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备案后方可开展对外投资活动。基金主要进行企业股权投资，而目标企业的市值因

受经济环境、行业周期、经营管理、交易方案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投资进度低于预期或

投资后标的企业不能实现预期效益的风险。基金具有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的特点，本次投

资存在投资回收期较长，短期内不能为公司贡献利润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基金运作情况，跟进投资进展，定期获取基金运作报告，对公司投资

回报状况进行分析，维护公司权益。 

3、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拓展公司的业务发展空间。对公司的

长远发展有积极的意义。本次交易使用公司自有资金，公司现金流充沛，本次投资有利于

提升公司资金的投资汇报，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

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2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投资外，公司与前海清岩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未

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七、相关审议程序与审核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8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王志伟先生已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投资事项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未来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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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有利于公司积极把握产业发展机遇，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运作效率和收益。本次投资

暨关联交易事项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属于正常商业安排且不会影响公

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将本次

投资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公司本次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

战略发展需要，遵循了一般市场惯例，定价公允合理，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投资构成关联交易，已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

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因此，一致同意本次

与专业投资机构的合作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 5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参与设立私募股权基

金，有助于公司利用各方的优势与资源，把握市场发展机遇，符合公司长远利益。本次投

资的交易方式和价格符合市场规则；同时作为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同

意本次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拟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并

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本次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

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拟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8次临时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 5次临时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8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8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与专业投资机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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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投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6、《深圳市华山科创天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筹）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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