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308      证券简称：中际旭创      公告编号：2022-145 

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苏州耀途基金的进展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际旭创”）全资子公司苏州旭

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旭创”）以自有资金 3,000 万元认购苏州耀途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耀途”或“基金”）的出资份额，并成

为该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根据 2022 年 6 月签署的《苏州耀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合伙协议》，苏州旭创持有合伙企业 2.66%的出资份额。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6 月 14 日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

披露《中际旭创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投资苏州耀途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6）。 

二、进展情况 

近日，苏州耀途基金增加了新的合伙人，全资子公司苏州旭创及其他合伙人签署

了新的《苏州耀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苏州旭创认缴金额未

发生变化），《合伙协议》约定的目标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拾伍亿元已认缴完成，

截至目前合伙人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企业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金额 认缴比例 

1  上海曜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2,000 1.3333% 

2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 2.0000% 

3  圣邦微电子（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 2.0000% 

4  上海力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 3.3333% 

本公司及董事会除陈大同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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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江苏芯卓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 3.3333% 

6  上海川月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000 2.6667% 

7  天津仁爱智彤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 3.3333% 

8  嘉兴天府骅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000 6.6667% 

9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000 2.6667% 

10  宁波耀途创思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6,800 11.2003% 

11  孙小平 有限合伙人 5,000 3.3333% 

12  邳州经开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5,000 3.3333% 

13  
苏州工业园区元禾鼎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5,000 3.3333% 

14  上海建发造强私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3,000 2.0000% 

15  青岛银盛泰科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6,000 4.0000% 

16  徐州汇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5,000 3.3333% 

17  
宁波泓宁亨泰芯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有限合伙人 7,000 4.6667% 

18  苏州旭创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 2.0000% 

19  上海众源二期私募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5,000 3.3333% 

20  南京江北新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 2.0000% 

21  上海梨阳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人 5,000 3.3333% 

22  深圳华安汇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3,000 2.0000% 

23  上海交大菡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00 0.6667% 

24  
江苏南通海晟闲庭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有限合伙人 3,000 2.0000% 

25  厦门建发阳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2,100 1.4000% 

26  广投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 3.3333% 

27  
陕西秦创原科技创新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3,000 2.0000% 



28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 3.3333% 

29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 3.3333% 

30  中新智地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 2.0000% 

31  
广州光控穗港澳青年创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5,000 3.3333% 

32  宁波慧裕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00 0.6667% 

33  
青岛吉世传承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2,000 1.3333% 

34  徐聪君 有限合伙人 2,100 1.4000% 

合计  150,000 100.00% 

除此之外，基金协议的其他内容与之前披露的公告内容一致，本次新增主要合伙

人情况如下： 

（一）江苏南通海晟闲庭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84MA27FMT2XH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1 年 11 月 22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闲庭私募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00.0000 万元 

住所：南通市海门区海门街道时代广场 16 幢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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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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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案情况：已完成私募基金备案，基金编号：STE424 

主要合伙人情况：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比例 

1 江苏海晋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51.0000% 



2 江苏海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8.0000% 

3 闲庭私募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GP） 1.0000% 

（二）厦门建发阳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3MA8UAUFM0P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1 年 11 月 26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厦门建鑫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100.0000 万元 

住所：厦门市思明区环岛东路 1699 号建发国际大厦 41 楼 E 单元之一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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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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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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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案情况：已完成私募基金备案，基金编号：SSY992 

主要合伙人情况：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比例（%） 

1 平潭阳光智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6.4452% 

2 厦门建发新兴产业股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3.2226% 

3 厦门建鑫投资有限公司（GP） 0.3322% 

（三）广投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000MA5MTY2XXG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7 年 10 月 13 日 

法定代表人：崔薇薇 



注册资本：200,000.0000 万元 

住所：南宁市洪胜路 5 号丽汇科技工业园标准厂房综合楼 1117-68 号房 

经营范围：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资产受托管理；投资及管理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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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广西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90.0000% 

2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 

（四）陕西秦创原科技创新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1100MA7DDMFJ3Y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1 年 11 月 23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陕西秦创原科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40,500.0000 万元 

住所：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能源金贸区西咸金融港 4-C 裙楼一层西咸新区资

本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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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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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案情况：已完成私募基金备案，基金编号：STW627 

主要合伙人情况：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比例 

1 陕西陕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56.9395% 

2 西咸新区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24.9110% 

3 陕西空港临空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5587% 

4 泾河新城融创风险管理有限公司 3.5587% 



5 陕西西咸新区沣西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3.5587% 

6 陕西西咸沣东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5587% 

7 陕西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天汉投资有限公司 3.5587% 

8 陕西秦创原科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GP） 0.3559% 

（五）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6008904220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1995 年 08 月 22 日 

法定代表人：刘毅 

注册资本：47,860.3022 万（元） 

住所：天津市南开区雅安道金平路 3 号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销售电子产品、医疗器械(以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核

准产品范围为准)，仪器仪表、电气机械和器材、通信设备、可穿戴智能设备、智能车

载设备、服务消费机器人、电声器件及零件及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照明灯具制造、

智能照明电器制造；计算机软件及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件及信息技术的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互联网数据服务；健康信息咨询（须经审

批的诊疗活动除外）；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日用百货、环保设备、空气净化器

设备、美容仪器、医疗用品及器材，机械设备、家用视听设备、五金产品、灯具、家

用电器及电子产品、食品、饮料、钟表、眼镜、箱包、自行车等代步设备、化妆品及

卫生用品、体育用品及器材、不锈钢制品、塑料制品、硅胶制品、智能家居、餐具、

母婴用品（除食品、药品）、测量工具、手动工具、电动工具、厨具卫具、通信设备、

泵及真空设备的零售及批发、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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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情况（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石河子三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71% 



（六）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60819777X9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上市） 

成立日期：1994 年 08 月 13 日 

法定代表人：赵志松 

注册资本：149,889.0000 万（元） 

住所：苏州工业园区月亮湾路 15 号中新大厦 48 楼 

经营范围：进行土地一级开发与经营、工业厂房及科研载体的开发与运营、物业

管理、项目管理、酒店的经营管理、咨询服务、产业与基础设施开发；投资、举办企

业；国家允许进行的其他业务活动；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不含除长租公寓以外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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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情况（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苏州中方财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46.80% 

（七）中新智地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7272794794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1 年 04 月 18 日 

法定代表人：米龙峰 

注册资本：120,000.0000 万（元） 

住所：苏州工业园区月亮湾路 15 号 1 幢 2301、2401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不含除长租公寓以外的住宅）；物业管理；建设

工程项目管理；投资与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园区管理服务；仓储服务；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面向成年人开展的培训服务（不含国家统一认可的职业证书类培训）；

以下经营范围限分支机构经营：住宿服务、健身服务；制售中餐、西餐，含冷菜、生



食海产品、裱花蛋糕；相关机器设备的租赁；酒店管理；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服务；提

供会议服务；汽车租赁；零售：工艺品；销售：食品、旅游用品、针纺织品；停车场

管理服务；订房服务；订餐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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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高危险性体育运动（游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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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8.8333% 

2 苏州工业园区兆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1.1667% 

（八）广州光控穗港澳青年创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D4GKY9F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0 年 01 月 23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光控嘉鑫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0.0000 万（元） 

住所：广州市南沙区合成工业区 3 排 2 号 2 楼（部位：216-220 房）（一址多照

29）（仅限办公）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咨询业务；风险投资；创业投资；项目投资（不含许可经营

项目，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不得经营）；股权投资 

备案情况：已完成私募基金备案，基金编号：SJX737 

主要合伙人情况：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比例 

1 深圳市光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38.0000% 

2 奥园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 

3 广州科技成果产业化引导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00% 

4 广州南沙区南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 



5 上海光控嘉鑫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GP） 1.8000% 

6 深圳市益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2000% 

（九）宁波慧裕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MA7K8Y4N89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2 年 03 月 28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吉慧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101.0000 万（元）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大榭开发区滨海南路 111 号西楼 A1342-4 室（住所申报承诺

试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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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案情况：已完成私募基金备案，基金编号：SVW149 

主要合伙人情况：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比例 

1 马秀慧 96.0596% 

2 上海吉慧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GP） 1.9800% 

3 马亦峰 1.9604% 

（十）青岛吉世传承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82MABR1T5N6Q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2 年 06 月 27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吉慧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100.0000 万（元） 



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鳌山卫街道观山路 276 号 1 号楼海科创业中心 D 座

508-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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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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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案情况：已完成私募基金备案，基金编号：SXD229 

主要合伙人情况：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比例 

1 马秀慧 99.9001% 

2 上海吉慧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GP） 0.0999% 

特此公告 

 

 

 

 

 

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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