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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雅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杭州信雅达网信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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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信雅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以

有限合伙人身份（LP）出资 1.07 亿元人民币投资杭州信雅达远景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杭州信雅达网信二期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远景投资”），远景投资的普通合伙

人及管理人为杭州信雅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雅达投

资”）。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9 日、2021 年 11 月 22 日、2021

年 12 月 18 日、2021 年 12 月 23 日和 2022 年 1月 3 日披露的公告编

号为临 2021-056《信雅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杭州信雅达网

信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告》、临 2021-058《信雅

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杭州信雅达网信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的补充公告》、临 2021-060《信雅达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投资杭州信雅达网信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及其他私募基金

的进展暨投资东证唐德、青岛芯行壹和福建宜德有限合伙企业的公

告》、临 2021-061《信雅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杭州信雅达网



信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的进展公告》和公告编号为 2022-002《信雅

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的杭州信雅达网信二期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完成基金备案的进展公告》。 

2、对外投资协议签署及出资进展 

《杭州信雅达远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

下简称“合伙协议”）已于 2021 年 12 月完成签署。远景投资已完成

工商登记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备案规模为 1.8 亿，全体

合伙人均已完成首期出资，出资比例为认缴出资额的 30%，共计 5,400 

万元人民币。 

3、对外投资历史变更情况 

远景投资的合伙协议内容条款于 2021 年 12 月份发生变更，条款

3.4.1 中的 “ 。。。各合伙人的首期出资金额应为其 各自认缴出资额

的百分之五十（50%）（“首期出资”）。。。 ” 变更为“ 。。。各合伙

人的首期出资金额应为其各自认缴出资额的百分之三十（30%）（“首

期出资”）。。。”。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2 月 23 号披露的《关于投

资杭州信雅达网信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的进展公告》（编号：2021-

061）。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远景投资的通知： 

1、远景投资基金规模由 1.8亿人民币变更为 2.2 亿人民币； 

2、远景投资新增有限合伙人杭州高科技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杭高投”），杭高投认缴出资金额为 4,000万人民币。 



变更前： 

序

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

例 

1 
杭州信雅达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现金 300 1.666% 

2 
信雅达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现金 10,700 59.442% 

3 俞海平 有限合伙人 现金 1,000 5.556% 

4 赵燕 有限合伙人 现金 1,000 5.556% 

5 金璟 有限合伙人 现金 1,000 5.556% 

6 董先兵 有限合伙人 现金 1,000 5.556% 

7 姚寅 有限合伙人 现金 1,000 5.556% 

8 刘柏芦 有限合伙人 现金 2,000 11.112% 

合计 18,000  100% 

变更后： 

序

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

例 

1 
杭州信雅达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现金 300 1.36% 

2 
信雅达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现金 10,700 48.64% 

3 俞海平 有限合伙人 现金 1,000 4.55% 

4 赵燕 有限合伙人 现金 1,000 4.55% 

5 金璟 有限合伙人 现金 1,000 4.55% 

6 董先兵 有限合伙人 现金 1,000 4.55% 

7 姚寅 有限合伙人 现金 1,000 4.55% 



8 刘柏芦 有限合伙人 现金 2,000 9.09% 

9 
杭州高科技创业

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有限合伙人 现金 4,000 18.18% 

合计 22,000  100% 

杭州高科技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3850 号创新大厦 1908室 

（3）法定代表人：许宁 

（4）成立日期：2008 年 4 月 

（5）注册资本：171,367.6998万元人民币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6739582569 

（7）与公司关系描述：杭高投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持股 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8）其它情况：杭高投为杭州市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杭州市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是杭州市政府授权杭州市财政出资成

立并由杭州市科技局共同管理的综合性国有投融资公司，注册资本

269,853.26万元，主要负责杭州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天使投资引导

基金、政策性担保、投融资服务等。 

3、投资范围 

远景投资新增杭高投作为有限合伙人之后，投资范围新增以下要

求： 

（1）投资对象原则上应当是在杭州市范围内注册设立的企业，投

资杭州市范围内企业的资金不得低于杭高投在本合伙企业中认缴出



资额的 2 倍。若被投企业属于杭州市重点发展领域的企业，由异地迁

入杭州的，经杭高投认定后，可按本合伙企业对该被投资企业实际投

资金额的 2 倍计入本项要求。 

（2）投资对象仅限于未上市企业。但所投资的未上市企业上市后，

本合伙企业所持股份的未转让部分及其配售部分不在此限。 

（3）投资对象应以处于初创期企业为主，投资初创期企业的资金

不得低于杭高投在本合伙企业中认缴出资额的 1.5 倍。 

（4）对单个创业企业的累计投资不得超过本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

额的 20%，以保证本合伙企业资金的流动性，分散风险。 

（5）投资对象仅限于公司制法人型企业。 

（6）不得投资于其他投资企业，但投资于为解决单一投资项目的

投资通道而搭建的特殊目的载体（“SPV”）且不向本合伙企业收取任

何费用的不在此限。 

（7）原则上不得控股被投资企业。 

4、分配方式 

变更前：本基金按项目进行退出分配，若基金年回报率大于 8%（单

利计算），则有限合伙人享受基金全部收益的 80%，普通合伙人享受基

金全部收益的 20%。 

变更后：本基金的可分配收入首先向杭高投进行分配，直至杭高

投获得的分配金额达到其在本合伙企业中的全部实缴出资额，以及杭

高投基础收益（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

每期出资利息单独计算），在远景投资的投资满足投资范围的前提下，



杭高投不再参与后续分配。如有余额，继续按照原分配方式向其他各

合伙人进行分配。 

截至本公告日，杭高投尚未完成出资。除上述内容外，远景投资

无其他重要变更。 

三、风险提示 

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等特点，在投资过程中将受宏

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存

在因决策或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投资项目不能实现预期收益

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基金后续情况，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要求，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信雅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