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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中大关于全资子公司 
参与设立金华安芯众义基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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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金华安芯众义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金华安芯众义基金”或“基金”）  

 投资金额：基金目前认缴出资 62,340 万元，其中，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物产中大”）全资子公司物产中大集团投资有限

公司通过旗下杭州泽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

9,500万元，占 15.2390%的基金份额。 

 风险提示： 

（一）基金目前尚需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的产品备案程序，

实施过程存在不确定性，存在一定的备案风险。 

（二）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低的特点，公司本次投资可能面临较长 

的投资回报期。 

（三）基金运行过程中，面临宏观经济、经济周期等多种因素影响，将可能 

面临投资效益达不到预期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物产中大集团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旗下杭州泽鎏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浦江众集信息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浦江县股权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长三角（嘉兴）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嘉

兴科技城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温州众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市产业基金有限公司、金华市双龙人才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衢州汇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温州嘉

芯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杭州）有限公

司、浙江省华浙实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浙江农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



《金华安芯众义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合伙协议》，旨在发挥合

作各方优势，响应国家关于大力发展半导体产业的投资需求，并通过结合各方产

业背景、政策优势和产业资源，为半导体领域优质企业提供资金、技术和产业支

持。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

东大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企业名称：浦江众集信息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浦阳街道中山北路 169号 5012 室 

法定代表人：王永刚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2 年 11月 24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

济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企业管理咨询；（未经金

融等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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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浦江众义信息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99%）、王永刚

（1%）。 

（二）基金管理人 

企业名称：福建省安芯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陈埭镇江浦社区企业运营中心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永刚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6 年 5月 26日 

经营范围：受托对非证券类股权投资管理及与股权相关的其他方式的投资；

对从事股权投资的其他企业进行投资；提供与非证券类股权投资相关的投资管理



与投资咨询服务。 

股东情况：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40%），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

份有限公司（40%），晋江安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 

福建省安芯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已在中国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股权、创

业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P1060140。 

（三）有限合伙人 

1.浦江县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绿 

股东情况：浦江县国有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100%）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0 年 7月 22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行业监管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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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中山北路 169 号中山大厦 10楼 

2.长三角（嘉兴）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中信建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人情况：浙江嘉兴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90%）、中信建投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5%）、嘉兴市嘉实金融控股有限公司（4.95%）、嘉兴市嘉睿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0.05%） 

成立时间：2021 年 3月 1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兴产业的投资、股权投资。 

住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东栅街道南江路 1856 号基金小镇 1 号楼 162 室

-78 

3.嘉兴科技城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沈承 

股东情况：嘉兴科技城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100%） 



注册资本：6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4 年 4月 17日 

经营范围：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实业投资；资产管理；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国有土地、农村集体土地的拆迁服务；受政府委托从事土

地整理；承接各类工程项目代建；园林绿化建设；绿化养护；自有房屋租赁；物

业管理。 

住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亚中路 473 号 309室 

4.温州众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王哲治 

合伙人情况：李洪益（50%）、王哲治（15%）、金重阳（15%）、陈若纳（10%）、

王振刚（10%） 

成立时间：2022 年 12月 13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企业总部管理；品牌管理；

工程管理服务；控股公司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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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代理代办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

广告制作；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 

住所：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岩头镇河三村七房巷 2-1号 

5.金华市产业基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博闻 

股东情况：金华市金投集团有限公司（60%）、金华市金融控股投资有限公

司（15%）、义乌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5%）、东阳市转型升级产业基金有

限公司（3%）、金华金开领信基石股权投资有限公司（3%）、金华市金婺金融投

资有限公司（3%）、金华金义新区招商服务有限公司（3%）、永康市产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2%）、兰溪市兰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1.5%）、武义县金投控股有

限公司（1.5%）、永康市产业基金投资有限公司（1%）、浦江县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1%）、磐安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1%） 

注册资本：600,000 万元 



成立时间：2022 年 5月 30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自有

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社会经济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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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西关街道丹溪路 1388号财富大厦 17楼 1730

室 

6.金华市双龙人才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金华市创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合伙人情况：金华市金投集团有限公司（22.0994%）、义乌市金融控股有限

公司（11.0497%）、金华市金东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8.2873%）、浙江

金汇五金产业集团有限公司（8.2873%）、兰溪市兰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8.2873%）、

东阳市转型升级产业基金有限公司（8.2873%）、金华市婺城区城乡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8.2873%）、金华融盛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8.2873%）、武义国

有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5.5249%）、浦江县国有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5249%）、磐安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5.5249%）、金华市创新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0.5525%） 

成立时间：2020 年 12月 30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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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丹溪路 1388号财富大厦 17楼 1723室 

7.衢州汇衢股权投资合伙奇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衢州市两山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人情况：衢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69.98%）、衢州市工业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30%）、衢州市两山企业管理有限公司（0.02%） 

成立时间：2021 年 2月 8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

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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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地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白云街道芹江东路 288号 3幢 B413室 

8.温州嘉芯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王哲治 

合伙人情况：王哲治（29.4118%）、林盈盈（17.6471%）、永嘉兴股科技有

限公司（17.6471%）、金重阳（11.7647%）、金焕舰（11.7647%）、王娟燕（5.8824%）、

张小诊（5.8824%） 

成立时间：2022 年 7月 27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企业总部管理；品牌管理；

工程管理服务；控股公司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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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代理代办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

广告制作；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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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岩头镇岩头村屿山路 

9.杭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杭州）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申晓军 

股东情况：杭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100%）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成立时间：2016 年 6月 27日 

经营范围：服务：私募股权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

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佑圣观路 74-6号佑圣大厦 12楼 

10.浙江省华浙实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胡浪潮 

股东情况：胡浪潮（35.6611%）、浙江省浙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30%）、

孙庆（8%）、罗广宇（5.2608%）、阮峰（5.2608%）、沈应南（3.4720%）、刘兴



华（2.0376%）、曾仲松（1.8624%）、丁婕（1.4029%）、王会宁（0.8768%）、

贾耕余（0.7365%）、崔华（0.6489%）、吴灏（0.6137%）、徐文勇（0.5261%）、

佘玲（0.5261%）、周晓英（0.4910%）、陈杭（0.4628%）、张家敏（0.3933%）、

汪丽（0.1824%）、孙皓（0.1755%）、石磊（0.1612%）、陈明珠（0.1437%）、

沈嵩琛（0.1437%）、宋志云（0.1227%）、陈丽亚（0.1227%）、柳建伟（0.1227%）、

潘政一（0.1121%）、楼韬（0.1088%）、任烈火（0.1052%）、戈治年（0.0982%）、

朱美鑫（0.0946%）、高圣雄（0.0736%）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成立时间：1995 年 1月 16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实业投资开发,市场开发经营管理,建筑材料、

金属材料、机电产品的销售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华浙广场 1号 25楼 

11.浙江农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周志平 

股东情况：浙江省农村发展集团有限公司（100%）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 

成立时间：2022 年 5月 17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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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远洋国际中心 3号楼 1501室 

12.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潘建华 

股东情况：绍兴市柯桥区开发经营集团有限公司（37.75）、浙江精功控股

有限公司（4.35%）、张方正（1.68%）、浙江省财务开发有限责任公司（1.67%）、

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街道红建股份经济合作社（0.73%）、李俊（0.68%）、龚万伦

（0.56%）、王秀平（0.56%）、陈秀英（0.55%）、龚岚（0.53%）、其他（50.94%） 

https://www.qcc.com/pl/pr12ce55b48165e95ea79bf6c2cc0903.html
https://www.qcc.com/firm/82ea1a0e272f6c6bb26f2acbab07e398.html


注册资本：146579.0928 万元 

成立时间：1993 年 4月 26日 

经营范围：运输服务（限分支机构经营）。市场开发建设,市场租赁,市场物

业管理,劳动服务,纺织原料、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

建筑材料、装潢材料、金属材料、木材、矿产品、机械电子产品、工艺美术品、

电器元件、机电设备、针纺织品、服装、日用百货、五金交电、文化体育用品的

销售,室内外装潢,咨询服务,纺织品生产,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仓储（不含危险

品）、停车服务。 

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街道鉴湖路 1号中轻大厦 

13.杭州泽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物产中大君泽（杭州）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合伙人情况：物产中大集团投资有限公司（99.50%）、物产中大君泽（杭州）

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0.50%） 

成立时间：2022年 3月 2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市场营销

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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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武林新村 104号 1幢二楼 2985 室 

截至本公告日，杭州泽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控股孙公司；

基金普通合伙人浦江众集信息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基金管理人福建省安芯投

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物产中大不存在关联关系，不直接或间接持有物产中大股

份，无增持物产中大股份计划，与物产中大不存在其他相关利益安排，与其他第

三方亦不存在其他影响物产中大利益的安排。 

 

三、设立的基金情况 

（一）基金名称：金华安芯众义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并已

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726MAC7QXYN1W。目前基金尚未

完成私募基金登记备案手续。 

（二）基金规模：62,340万元人民币，分期到位。 

（三）基金投资方向:合伙企业的资金将投资于半导体相关产业链，包括但



不限于材料、装备和零配件等领域。 

（四）基金形式及投资比例:基金采用有限合伙的组织架构，合伙人及认缴

出资情况如下： 

序

号 
合伙人姓名/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

比例 

认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出资方

式 

1  
浦江众集信息咨询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合伙人 0.5454% 340 货币 

2  
浦江县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9.9968% 18,700 货币 

3  
杭州泽鎏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5.2390% 9,500 货币 

4  

长三角（嘉兴）战略新

兴产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8.0205% 5,000 货币 

5  
嘉兴科技城高新技术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8.0205% 5,000 货币 

6  
温州众芯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8.0205% 5,000 货币 

7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7.6997% 4,800 货币 

8  
金华市产业基金有限公

司 
有限合伙人 4.8123% 3,000 货币 

9  
金华市双龙人才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4.8123% 3,000 货币 

10  
衢州汇衢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3.2082% 2,000 货币 

11  
温州嘉芯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3.2082% 2,000 货币 

12  
杭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杭州）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2082% 2,000 货币 

13  
浙江省华浙实业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1.6041% 1,000 货币 

14  
浙江农发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 
有限合伙人 1.6041% 1,000 货币 

合计  100% 62,340  

（五）基金期限：合伙企业经营期限为 8 年，存续期限为 5 年，其中，投资

期为 3 年，退出期为 2 年。为合伙企业经营需要，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决定，本合

伙企业的基金存续期限可延长 2 次，每次延长期限为 1 年。 

（六）决策机制：基金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授权并指

定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合伙企业投资项目的评审、投资、退出等投资管理事项。



投资决策委员会由 5 名委员组成。其中，管理人提名并委派 3 名常设委员，管

理人聘请 2 名外部专家担任独立委员。投资决策委员会决议时每名委员享有一

票表决票，决议事项应经 3 名委员（含）以上表决同意方可通过。  

（七）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可分配收益应按下列原则和顺序进行分配：  

1.首先分配实缴本金：在全体合伙人之间按其各自实缴出资比例分配，直至

全体合伙人的实缴出资已经完全收回。  

2.其次分配门槛收益：如有剩余，在全体合伙人之间按其各自实缴出资比例

分配，直至全体合伙人之实缴出资实现按 8%的年利率（该等年利率为单利，按

照从每次实缴出资实际到账日期届满日起计算至该等实缴出资全部收回日为止）

计算的收益。  

3.最后分配超额收益：如有剩余（以下简称“超额收益”），则超额收益的 80%

在全体有限合伙人之间按照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超额收益的 20%分配给执

行事务合伙人。合伙企业可分配收益的具体分配时间和具体方式由执行事务合伙

人决定。  

（八）退出机制：现金收益分配退出，或非现金资产分配退出。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半导体相关产业链，包括材料、装备和零配件等，基金的

设立响应了国家关于大力发展半导体产业的投资需求，并通过结合合作各方的产

业背景和优势，为半导体领域优质企业提供相关支持。投资该基金有利于提高公

司在科技领域的投资能力，探索相关行业投资布局，促进公司高端制造板块业务

的培育发展。 

 

五、风险提示 

（一）基金目前尚需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的产品备案程

序，实施过程存在不确定性，存在一定的备案风险。 

（二）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低的特点，公司本次投资可能面临较

长的投资回报期。 

（三）基金运行过程中，面临宏观经济、经济周期等多种因素影响，将可

能面临投资效益达不到预期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有关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3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