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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21         证券简称：浙版传媒         公告编号：2022-027 

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 

 

 

 

 

一、设立投资基金概述 

为实施数字出版战略转型，推进投资兴业战略布局，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浙版传媒”）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15,000 万元，参与设立浙江春晓数字出版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基金”），公司出资额占基金总规模的 87.72%。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9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出版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4）。 

二、基金完成注册登记和备案情况 

基金于 2021 年 11 月 25 日取得杭州市西湖区市场监督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2022 年 1 月 5 日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与 2022 年 1 月 7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设立投资基金完成私募基金备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02）。 

三、基金合伙人出资情况和募集进展 

按照各方已签署的《合伙协议》，基金总规模为人民币 17,100 万元。上海敦鸿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敦鸿资产”）作为普通合伙人出资人民币 100 万元，

杭州文化创意产业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文投”）作为有限合伙人

出资人民币 2,000 万元，浙版传媒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人民币 15,000 万元。敦鸿

资产、浙版传媒及杭文投已分别于 2021 年 12 月 22 日、12 月 23 日、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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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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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缴纳出资，基金完成募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各合伙人实缴出资情况如

下：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实缴金额 

（万元） 
出资方式 

敦鸿资产 普通合伙人 100 0.58% 100 货币 

浙版传媒 有限合伙人 15,000 87.72% 15,000 货币 

杭文投 有限合伙人 2,000 11.70% 2,000 货币 

合计 — 17,100 100.00% 17,100 — 

四、基金投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基金已投资了唯艺（杭州）数字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唯艺数字”）、深圳市瑞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云科技”）、上海亿阁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阁科技”）、杭州灵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Rokid”）

以及浙江柔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柔灵科技”）。截至本公告日，基金已投

资至上述 5 家企业合计人民币 7,300 万元，占基金总规模的 42.69%。具体标的公

司情况及股权结构如下： 

1、投资标的公司名称：唯艺（杭州）数字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唯艺数字成立于 2021 年 5 月 18 日，注册资本为 406.42 万元。唯艺数字旗下

的唯一艺术是国内领先的数字藏品电商平台，在中国化的互联网区块链应用上有

独特的技术支持，且拥有专业的电商运营和数字藏品宣发团队。唯艺数字目前的

用户数和交易量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截至本公告日，基金持有唯艺数字 5.72%的股份，唯艺数字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占比 

杭州元空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45% 

杭州生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4.76% 

深圳市图灵分布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76% 

深圳汇潮创新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76% 

杭州链游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07% 

浙江创想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89% 

杭州元宇宙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20% 

浙江春晓数字出版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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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持股占比 5%以下股东合计 3.39% 

合计 100.00% 

2、投资标的公司名称：深圳市瑞云科技有限公司 

瑞云科技成立于 2004 年 5 月 24 日，注册资本为 1,382.1336 万元。瑞云科技

一直深耕影视动画行业的渲染业务，近年来进入到设计和云游戏领域。瑞云科技

的产品线分成离线渲染、实时渲染和高速传输，目前是亚洲最大的云渲染平台。 

截至本公告日，基金持有瑞云科技 0.36%的股份，瑞云科技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占比 

高斌 18.27% 

深圳圣旗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4.11% 

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9.35% 

北京君联慧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78% 

深圳市瑞众信息服务企业（有限合伙） 7.09% 

邹琼 6.05% 

其他持股占比 5%以下股东合计 36.35% 

合计 100.00% 

3、投资标的公司名称：上海亿阁科技有限公司 

亿阁科技成立于 2014 年 3 月 21 日，注册资本为 222.1513 万元。亿阁科技是

一家为高中学生提供升学规划产品及服务的教育科技公司，秉持“以科技服务教

育”理念，基于 AI、大数据等技术为学生、家长及高考咨询机构提供智能志愿填

报产品，并逐步将业务延伸至高中、高校以开展学业规划的系统性服务，更好地

连接学生和高校，目标成为国内外产品技术优质、规模最大的学业规划服务平台。 

截至本公告日，基金持有亿阁科技 4.29%的股份，亿阁科技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占比 

耿忠诚 33.56% 

马丹宇 10.56% 

张海鹏 9.98% 

浙江创想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00% 

上海禹阁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8.77% 

苏州惠柳山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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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骅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37% 

其他持股占比 5%以下股东合计 14.86% 

合计 100.00% 

4、投资标的公司名称：杭州灵伴科技有限公司 

Rokid 成立于 2014 年，在中国大陆地区公司的注册资本合计 1.28 亿美元。灵

伴科技是一家专注人机交互技术和人工智能软硬件产品开发的科技创新型企业，

研发并量产了全面对标国际先进产品的国产 XR 产品并形成了规模化销售，系中国

XR 产业的领军企业。截至 2022 年 6 月 15 日，Rokid 全球范围内共持有授权专利

250 件，其中授权发明专利 136 件，人均专利数量居全球领先水平。 

截至本公告日，基金参与 Rokid 本次 C 轮融资的 2,500 万元投资已完成协议签

署及资金交割，后续追加投资工作尚在进行过程中。 

5、投资标的公司名称：浙江柔灵科技有限公司 

柔灵科技成立于 2020 年 2 月 26 日，注册资本为 1,259.34 万元。柔灵科技是

一家专注于脑科学、脑机接口研究，并将脑机技术与集成电路和人工智能技术结

合的公司，专注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研究，公司产品已经在多家医院使用。 

截至本公告日，基金持有柔灵科技 3.33%的股份，柔灵科技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占比 

海宁市柔灵科技有限公司 39.70% 

杭州柔灵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16% 

上海望功实业有限公司 6.35% 

其他持股占比 5%以下股东合计 21.79% 

合计 100.00% 

五、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基金后续投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