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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认购浙江容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份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6

日召开六届董事会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认购浙江容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基金份额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景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

自有资金人民币 2,000 万元认购浙江容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容腾创投基金”）基金份额 2,000 万元，以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容腾创投基金的债

务承担责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

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即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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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投资前 12 个月内，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的情况。 

 

二、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容腾创投基金是由普通合伙人浙江容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会同社会资本、浙江

省产业基金有限公司、杭州战略新兴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杭州萧山产业基金有限公

司、杭州萧山钱江世纪城股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组建 5G 产业基金。该基金

围绕数字经济发展重点领域和产业布局，重点投资集成电路、通信网络、新型显示、

关键元器件及材料、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及产业数字化等领域基础

性、战略性和前瞻性重大产业化项目，专注于向 5G 上中下游产业链上具备技术和市

场优势的龙头创新创业企业及其它具有发展潜力的高价值创新创业企业投资，投资



项目主要通过并购或独立 IPO 方式退出，使合伙人获得满意的经济回报。容腾创投

基金总规模不超过 12 亿元人民币，一期 10 亿元已于 2020 年 2 月完成募集，二期将

募集 2 亿元。基金协会备案号为 SJR786。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该基金已经完成了江西江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本

松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宁波视控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南通至晟微电子技术有

限公司、皑壹智能汽车科技（嘉兴）有限公司、杭州天阙科技有限公司等项目的投

资，其中杭州本松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向浙江证监局申请 IPO 辅导备案。 

为推进产业与资本的有效融合，通过财务投资分享新兴产业的成长，提高投资

收益，全资子公司上海景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拟参与投资容腾创投基金，认缴基金

份额 2,000 万元人民币，成为其有限合伙人。 

 

三、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专业投资机构的基本情况 

普通合伙人：浙江容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MA28A4CL10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法定代表人：黄金平 

4、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5 年 12月 21 日 

6、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亚太路 906 号(中科院三期)12 号楼 5 楼 503B

室 

7、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8、主要股东：黄金平、刘宏春、嘉兴容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主要投资领域：5G 上中下游、通信、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的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 

浙江容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容亿投资”）为本基金的管理人，已在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人登记编码为 P1032920。 

 

（二）其他参与投资基金的基本情况 

1、有限合伙人：浙江省产业基金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34398964X7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3）法定代表人：章启诚 

4）注册资本：2,000,000 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5 年 5 月 29 日 

6）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颜三路 116 号 608 室 

7）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8）主要股东：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浙江省创新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2、有限合伙人：杭州战略新兴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2MA2GL7KL8M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刘军 

4）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9 年 3 月 29 日 

6）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元帅庙后 88-2 号 392 室 

7）经营范围：服务：股权投资，投资管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投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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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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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主要股东：杭州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3、有限合伙人：杭州萧山产业基金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9MA28TMYF5R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周麒 

4）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7 年 6 月 5 日 

6）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城厢街道人民路 318 号 

7）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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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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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主要股东：杭州萧山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有限合伙人：嘉兴江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MA2CXWJ18Y 

2）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执行事务合伙人：浙江容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合伙期限：2019 年 12月 9 日 至 2039 年 12 月 8 日 

5）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 1856 号基金小镇 1 号楼 151 室

-31 

6）经营范围：实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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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主要合伙人：浙江容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贺文杰、黄海勤等 

 

5、有限合伙人：嘉兴临港科技创新管理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0MA2CW3A755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陈静 

4）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9 年 5 月 31 日 

6）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港区东西大道北侧、07 省道东侧内(综保大厦 A 座

305 室) 

7）经营范围：商务信息咨询、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除经纪），企业经营

管理、商务贸易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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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主要股东：嘉兴滨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有限合伙人：浙江新干线传媒投资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33807602U 

2）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曾伟娇 

4）注册资本：6,000 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01 年 11月 26 日 



6）注册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178 号浙报新闻大楼内 

7）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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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主要股东：浙报传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7、有限合伙人：圣奥集团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5256250759C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法定代表人：倪良正 

4）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1996 年 8 月 20 日 

6）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建工路 88 号实验办公综合楼四层 434 室 

7）经营范围：五金、木材、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皮革制品、金属材料、化工

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针纺织品、服装原料及辅料的销售；室内外装饰工程的

设计、施工（凭资质证书经营）；房地产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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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主要股东：倪良正、倪曙泉 

 

8、有限合伙人：杭州萧山钱江世纪城股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MA2H13EW0G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马加兴 

4）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9 年 12月 3 日 

6）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市心北路 857 号 416 室 

7）经营范围：股权投资、股权投资基金；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兼并重组咨询，

财务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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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主要股东：杭州萧山钱江世纪城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9、有限合伙人：上海长三角产业升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FL6UJXP 



2）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上汽恒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合伙期限：2019 年 9 月 3 日至 2039 年 9 月 2 日 

5）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嘉定区茹水路 880 号 204 室 

6）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创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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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主要合伙人：上海汽车集团金控管理有限公司、温州长三角经济产融发展有

限公司、上海兴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太仓市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昆山市国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溧阳市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上海上汽

恒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有限合伙人：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007763110099 

2）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3）法定代表人：王伟修 

4）注册资本：71,316.5136 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05 年 6 月 27 日 

6）注册地址：山东省龙口市诸由观镇驻地 

7）经营范围：研发、设计及生产电机制造装备、电工装备、机床、电机、高速

光电收发芯片、模块及子系统、光电信息及传感产品、相关零部件；上述系列产品

的销售及其技术咨询、技术转让业务；通讯、数据中心系统集成及工程承包，并提

供测试及技术咨询服务；从事上述项目的进出口贸易；以自有资金从事上述项目的

对外投资；企业管理服务；自有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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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主要股东：山东中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苏州益兴福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王伟修、霍尔果斯凯风旭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 

 

11、有限合伙人：浙江大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66915954X1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法定代表人：陈鱼海 



4）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07 年 11月 9 日 

6）注册地址：杭州市朝晖路 60 号 201 

7）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企业形象策划。 

8）主要股东：陈振华、陈鱼多、陈鱼海 

 

12、有限合伙人：平湖经济开发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82676193316U 

2）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沈水良 

4）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08 年 6 月 12 日 

6）注册地址：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兴路 1000 号经开大厦 1302 室 

7）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项目招商、资产管理、开发区内企业投资、基础设

施建设投资、房屋租赁及物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政府授权范围内的新市镇；从

事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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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主要股东：平湖市国有资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平湖市实业资产经营集团有

限公司 

 

13、有限合伙人：杭州峥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070985562U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法定代表人：方能斌 

4）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3 年 7 月 9 日 

6）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河上镇祥河桥村 

7）经营范围：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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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信息咨询、企业管理、企

业营销策划。 



8）主要股东：浙江双可达纺织有限公司、浙江胜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4、有限合伙人：浙江海天气体有限公司 

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821479937645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法定代表人：陈崇文 

4）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5）成立日期：1996 年 6 月 7 日 

6）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东方大道 391 号 

7）经营范围：基础化学原料制造（具体范围详见《安全生产许可证》，凭有效

许可证经营）；医用氧制造（具体范围详见《药品生产许可证》，凭有效许可证经

营）；工业气体批发、零售（具体范围详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凭有效许

可证经营）；气瓶检验；食品添加剂生产；普通机械批发、零售；货物进出口，机

械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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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主要股东：陈崇文、高旸、刘恺麟、陈励、陈崇光等 

 

15、有限合伙人：嘉兴荣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205551659XA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冯荣华 

4）注册资本：1,800 万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2 年 10月 15 日 

6）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当湖街道漕兑路 33 号 2001 室 A 区 

7）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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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等业务）；信息技术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纸制品

和原材料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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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主要股东：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16、有限合伙人：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530435745 



2）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3）法定代表人：邵辉 

4）注册资本：70,000 万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03 年 8 月 15 日 

6）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临江工业园新世纪大道 1766 号 

7）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机电设备、金属材料、五金交电、日用百货、化工产

品及原料（不含危险品）、化肥的销售。 

8）主要股东：杭州锦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浙江萧然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杭州

辽通鼎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邵辉、陈柳瑛等。 

 

17、有限合伙人：宁德蕉城上汽产业升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902MA32W7UP38 

2）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执行事务合伙人：宁德蕉城上汽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合伙期限：2019 年 5 月 28 日至无固定期限  

5）主要经营场所：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蕉城南路 58 号二层 203-2 

6）经营范围：非证券类股权投资及与股权投资有关的咨询服务；创业投资业务；

创业投资咨询业务；投资管理；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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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主要合伙人：上海汽车集团金控管理有限公司、福建环三兴港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宁德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宁德蕉城上汽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有限合伙人：浙江百合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MA2AYC7D9J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法定代表人：陈立荣 

4）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7 年 11月 24 日 

6）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南阳街道龙虎村 1588 号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服装制造；面料纺织加工；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化工

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金属材料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建筑材



料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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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主要股东：杭州潮彩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陈立荣、陈鹏飞、陈

卫忠、王迪明 

 

19、有限合伙人：浙江九龙厨具集团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255711015W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法定代表人：沈贤法 

4）注册资本：5,018 万人民币 

5）成立日期：1997 年 5 月 14 日 

6）注册地址：萧山区戴村镇大石盖村 

7）经营范围：批发：预包装食品；生产、销售、安装、维修、研发：燃气灶具、

厨房设备、消毒器械、电磁炉、蒸箱、电烤箱、冰箱、厨柜、洗碗机、开水器、水

槽、拉蓝、通风设备、净化设备、食品机械、五金配件、电气电热配件、餐桌、桌

凳、床、学生课桌、不锈钢制品、H 型钢、C 型钢；厨房设备设计及咨询、室内装潢

设计；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制造、加工：冷轧板，钢管，磁钢。 

8）主要股东：沈玉萍、沈贤法、沈永发、沈发华 

 

20、有限合伙人：上海一曜生物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K331AXW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庄贤韩 

4）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5 年 11月 26 日 

6）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芳春路 400 号 1 幢 3 层 

7）经营范围：生物、医药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项目投资，医疗器械经营，生物制品研发，非临床诊断用生物试剂、化妆品、

日用百货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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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主要股东：庄贤韩 



 

21、有限合伙人：深圳前海实益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11794602M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乔昕 

4）注册资本：2,000 万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4 年 7 月 22 日 

6）注册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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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经营范围：投资管理（不含限制项目）；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投资

顾问（不含限制项目）；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创业投资业务；受

托管理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

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股权投资；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募集和发行基金，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8）主要股东：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 

 

22、有限合伙人：浙江百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7154523854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法定代表人：胡柏夫 

4）注册资本：5,009 万人民币 

5）成立日期：1999 年 5 月 6 日 

6）注册地址：萧山区宁围街道通惠北路 1629 号 

7）经营范围：市政公用工程，房屋建筑工程，水利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古建

工程、装饰装修工程，土石方工程（除开采），地基与基础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

工程，非开挖管道工程，钢结构设计、安装，水电安装（除电力设备承装），幕墙

工程，道路养护，市政、园林、土建、装饰装修设计、监理，机械租赁，自有房屋

租赁，建筑材料及设备生产，投资咨询、投资管理（证券、期货、基金除外），企

业管理咨询，承办展览、展销会，国内劳务派遣，物业服务，国内广告制作、发布，

市场开发、经营，萧储（2009）52 号地块房地产开发、经营，树木种植，水产养殖，



旅游开发，水稻、粮油作物种植，初级农产品销售（除食品），其他无须审批的一

切合法项目。 

8）主要股东：胡柏夫、胡春燕 

 

公司与上述各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普通合伙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

安排，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其他投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未直接或间

接持有公司股份。 

 

四、基金的基本情况及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一）基金的基本情况 

1、基金名称：浙江容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9MA2H2B4A43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执行事务合伙人：浙江容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基金规模：12 亿元人民币 

6、出资方式及进度：以货币方式出资，根据合伙协议约定，首期出资额为基金

规模的 40%，已于 2020 年 2 月完成实缴 39,700 万元。 

7、合伙期限：2020 年 1 月 21 日至 2027 年 1 月 20 日 

8、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诺德财富中心 1 幢 1301 室

-22(自行分割) 

9、经营范围：创业投资、股权投资。 

10、各合伙人认缴出资情况：  

序号 合伙人类型 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普通合伙人 浙江容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99.00 0.83% 

2 有限合伙人 浙江省产业基金有限公司 15,000.00 12.50% 

3 有限合伙人 杭州战略新兴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5,000.00 12.50% 

4 有限合伙人 杭州萧山产业基金有限公司 15,000.00 12.50% 

5 有限合伙人 
嘉兴江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7,001.00 5.83% 

6 有限合伙人 嘉兴临港科技创新管理有限公司 6,000.00 5.00% 

7 有限合伙人 浙江新干线传媒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 4.17% 

8 有限合伙人 圣奥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 4.17% 



9 有限合伙人 
杭州萧山钱江世纪城股权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4,000.00 3.33% 

10 有限合伙人 
上海长三角产业升级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500.00 2.92% 

11 有限合伙人 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2.50% 

12 有限合伙人 浙江大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000.00 2.50% 

13 有限合伙人 
平湖经济开发区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3,000.00 2.50% 

14 有限合伙人 杭州峥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 1.67% 

15 有限合伙人 浙江海天气体有限公司 2,000.00 1.67% 

16 有限合伙人 嘉兴荣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 1.67% 

17 有限合伙人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1.67% 

18 有限合伙人 
宁德蕉城上汽产业升级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0.00 1.25% 

19 有限合伙人 浙江百合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 0.83% 

20 有限合伙人 浙江九龙厨具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 0.83% 

21 有限合伙人 
上海一曜生物技术（集团）有限公

司 
1,000.00 0.83% 

22 有限合伙人 
深圳前海实益达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1,000.00 0.83% 

23 有限合伙人 浙江百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 0.83% 

24 有限合伙人 
嘉兴江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4,000.00 3.33% 

25 有限合伙人 上海景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 1.67% 

26 有限合伙人 郑港 1,500.00 1.25% 

27 有限合伙人 郑涵中 1,500.00 1.25% 

28 有限合伙人 黄文义 1,000.00 0.83% 

29 有限合伙人 其他有限合伙人 10,000.00 8.33% 

合   计 120,000.00 100.00% 

 

（二）拟签署的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拟签署的合伙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 合伙企业的目的 

合伙企业的目的：围绕数字经济发展重点领域和产业布局，重点投资集成电路、

通信网络、新型显示、关键元器件及材料、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及

产业数字化等领域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重大产业化项目，专注于向 5G 上中下游

产业链上具备技术和市场优势的龙头创新创业企业及其它具有发展潜力的高价值创

新创业企业投资，投资项目主要通过并购或独立 IPO 方式退出，使合伙人获得满意

的经济回报。为了促进该目的的实现，合伙企业将有权采取任何和所有必需、合适

的行动，按照本协议普通合伙人可以根据本合伙协议的约定代表合伙企业进行前述



投资活动。 

2、合伙企业存续期 

容腾基金的合伙期限为柒（7）年。前肆（4）年为合伙企业项目投资期，后叁

（3）年为合伙企业项目退出期。为确保本合伙企业投资项目有序退出并考虑部分投

资项目退出价值最大化，经代表全体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有限

合伙人同意，管理人有权将合伙期限延长壹（1）年。 

3、合伙企业的管理人 

管理人向合伙企业收取管理费，合伙企业存续期为 7 年，前 4 年为投资期，后

3 年为退出期，在投资期（4 年）内按合伙企业认缴总规模的 2%/年预提取管理费，

对于前期项目正常退出的资金（比如 IPO、并购方式退出回笼资金）以及投资期满

后任何形式退出的回笼资金，不进行循环投资。如有合伙人出资失败造成实缴少于

认缴，则管理费按实缴计算调整。在退出期内（3 年），管理人按合伙企业实缴总规

模扣除已退出项目成本的 1%/年的标准收取管理费，退出期管理费的具体收取方式

如下：管理人可根据合伙企业在第 4 年度（即投资期最后一年）末的未实现退出的

实缴规模预收第 5 年（即退出期第一年）的管理费，若第 5 年存在项目退出，则管

理人在第 6 年（即退出期第二年）的一月份应核算截至第 5 年度末合伙企业已退出

的规模，并计算出管理人就第 5 年度多收取的管理费。管理人在第 6 年预收管理费

时应根据合伙企业第 5 年度末的未实现退出的实缴规模核算，并扣除第 5 年度多收

取的管理费。管理人收取第 7 年度（即退出期第三年）管理费的方式以此类推。若

投资期结束时，合伙企业将实缴总额扣除作为管理费和其他作为维持合伙企业运营

的必要费用而留存的资金外，若存在其他可供投资出去的资金（“未投资金”），管

理人应将未投资金及收取的未投资金对应的管理费在投资期届满后【30】天内全部

退还合伙企业。 

各合伙人同意，根据《浙江省转型升级产业基金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的

要求，管理人应当与省产业基金就合伙企业管理、管理人责任等事项另行签署《双

边协议书》，各合伙人对此协议知晓且无异议。 

4、合伙人大会 

合伙人大会由全体合伙人组成。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合伙人大会须由代表全

体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有限合伙人共同出席方为有效。合伙人

大会上有限合伙人的表决权根据各个有限合伙人的实缴出资比例确定。 

5、出资认缴 



（1）各方均同意用人民币现金方式缴付出资。 

（2）全体合伙人一致确认，各合伙人应根据管理人根据本协议约定发出的缴款

通知书及时缴纳出资； 

（3）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各合伙人于本协议生效后，于本合伙企业募集账户

开立且收到管理人发出的缴款通知书后【5】个工作日内，向本合伙企业缴付首期出

资，各合伙人的首期出资不低于认缴金额的 40%； 

（4）第二次出资额为认缴金额的 30%，在完成 30%基金规模投资后安排出资，

各合伙人在收到管理人发出的第二次缴款通知书后【30】个自然日内，向本合伙企

业缴付认缴金额的 30%； 

（5）第三次出资额为基金规模的 30%，在完成 60%基金规模投资后安排出资；

各合伙人在收到管理人发出的第三次缴款通知书后【30】个自然日内，向本合伙企

业缴付认缴金额的 30%。 

6、投资决策委员会 

本合伙企业设投资决策委员会（简称“投委会”），投资决策委员会为本合伙企

业的决策机构，决定本合伙企业的投资及投资退出等事宜，投资决策委员会做出决

定后，由执行事务合伙人遵照执行 

7、合伙企业收入的分配 

合伙企业投资收入按年计算收益，就合伙企业所取得的收入按照下列顺序和方

式进行分配，实际分配时间由普通合伙人根据基金运作情况而定： 

（1）支付有限合伙根据本协议约定应付的费用； 

（2）若有剩余，按全体合伙人的实缴出资比例返还其在本合伙企业中的实缴出

资额，直至全体合伙人均收回其全部实缴出资额； 

（3）若有剩余，分配给全体合伙人，直到全体合伙人之实缴出资额在出资缴付

之日至本金收回之日（按每笔实缴出资额占有时间独立计算）期间内达到每年 6%的

收益率（按单利计算）（“优先回报金额”）; 

（4）若有剩余，分配给普通合伙人，直到普通合伙人取得的分配金额（【为避

免歧义，本项所称分配金额不包括普通合伙人根据上述第（2）项、第（3）项取得

的金额】）达到根据上述第（3）项分配给全体合伙人优先回报金额的 25%； 

（5）若有剩余（“超额收益”），其余资金按照 20%:80%的比例在普通合伙人

和有限合伙人之间进行分配（有限合伙人以实缴出资比例分配）。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 

鉴于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本次拟认购容腾创投基金，充分利用合作方的专业

投资管理经验和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帮助公司获取新的投资机会，促进公司业绩

的可持续增长，为广大股东创造更好的投资回报。 

（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未参与基金份额的认购，未在基金中任职。公司未在基金投委会中委派委员，

对其不具有一票否决权。合作投资事项不会导致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 

（三）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基金在投资运作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波动、国家政策条款、行业发展变化、标

的公司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存在投资失败或亏损等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

风险。 

（四）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 

 

六、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拟认购浙江容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份额，将充分利用专业的投资团队，拓宽公司投资渠道，为公司增加盈利点，

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未来长期发展战略，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及《公司章程》，不存

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认购浙江容

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份额。 

 

七、备查文件 

1、公司六届董事会三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六届三十次董事会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3、浙江容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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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合伙人：浙江容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MA28A4CL10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法定代表人：黄金平
	4、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5年12月21日
	6、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亚太路906号(中科院三期)12号楼5楼503B室
	7、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8、主要股东：黄金平、刘宏春、嘉兴容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主要投资领域：5G上中下游、通信、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浙江容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容亿投资”）为本基金的管理人，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人登记编码为P1032920。
	（二）其他参与投资基金的基本情况
	1、有限合伙人：浙江省产业基金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34398964X7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3）法定代表人：章启诚
	4）注册资本：2,000,000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5年5月29日
	6）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颜三路116号608室
	7）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8）主要股东：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浙江省创新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2、有限合伙人：杭州战略新兴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2MA2GL7KL8M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刘军
	4）注册资本：200,000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9年3月29日
	6）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元帅庙后88-2号392室
	7）经营范围：服务：股权投资，投资管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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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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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主要股东：杭州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3、有限合伙人：杭州萧山产业基金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9MA28TMYF5R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周麒
	4）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7年6月5日
	6）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城厢街道人民路318号
	7）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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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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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主要股东：杭州萧山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有限合伙人：嘉兴江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MA2CXWJ18Y
	2）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执行事务合伙人：浙江容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合伙期限：2019年12月9日 至 2039年12月8日
	5）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1856号基金小镇1号楼151室-31
	6）经营范围：实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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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主要合伙人：浙江容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贺文杰、黄海勤等
	5、有限合伙人：嘉兴临港科技创新管理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0MA2CW3A755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陈静
	4）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9年5月31日
	6）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港区东西大道北侧、07省道东侧内(综保大厦A座305室)
	7）经营范围：商务信息咨询、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除经纪），企业经营管理、商务贸易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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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主要股东：嘉兴滨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有限合伙人：浙江新干线传媒投资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33807602U
	2）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曾伟娇
	4）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01年11月26日
	6）注册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178号浙报新闻大楼内
	7）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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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主要股东：浙报传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7、有限合伙人：圣奥集团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5256250759C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法定代表人：倪良正
	4）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1996年8月20日
	6）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建工路88号实验办公综合楼四层434室
	7）经营范围：五金、木材、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皮革制品、金属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针纺织品、服装原料及辅料的销售；室内外装饰工程的设计、施工（凭资质证书经营）；房地产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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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主要股东：倪良正、倪曙泉
	8、有限合伙人：杭州萧山钱江世纪城股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MA2H13EW0G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马加兴
	4）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9年12月3日
	6）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市心北路857号416室
	7）经营范围：股权投资、股权投资基金；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兼并重组咨询，财务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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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主要股东：杭州萧山钱江世纪城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9、有限合伙人：上海长三角产业升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FL6UJXP
	2）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上汽恒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合伙期限：2019年9月3日至2039年9月2日
	5）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嘉定区茹水路880号204室
	6）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创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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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主要合伙人：上海汽车集团金控管理有限公司、温州长三角经济产融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兴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太仓市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昆山市国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溧阳市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上海上汽恒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有限合伙人：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007763110099
	2）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3）法定代表人：王伟修
	4）注册资本：71,316.5136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05年6月27日
	6）注册地址：山东省龙口市诸由观镇驻地
	7）经营范围：研发、设计及生产电机制造装备、电工装备、机床、电机、高速光电收发芯片、模块及子系统、光电信息及传感产品、相关零部件；上述系列产品的销售及其技术咨询、技术转让业务；通讯、数据中心系统集成及工程承包，并提供测试及技术咨询服务；从事上述项目的进出口贸易；以自有资金从事上述项目的对外投资；企业管理服务；自有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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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主要股东：山东中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苏州益兴福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王伟修、霍尔果斯凯风旭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
	11、有限合伙人：浙江大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66915954X1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法定代表人：陈鱼海
	4）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07年11月9日
	6）注册地址：杭州市朝晖路60号201
	7）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
	8）主要股东：陈振华、陈鱼多、陈鱼海
	12、有限合伙人：平湖经济开发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82676193316U
	2）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沈水良
	4）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08年6月12日
	6）注册地址：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兴路1000号经开大厦1302室
	7）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项目招商、资产管理、开发区内企业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房屋租赁及物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政府授权范围内的新市镇；从事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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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主要股东：平湖市国有资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平湖市实业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13、有限合伙人：杭州峥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070985562U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法定代表人：方能斌
	4）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3年7月9日
	6）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河上镇祥河桥村
	7）经营范围：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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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信息咨询、企业管理、企业营销策划。
	8）主要股东：浙江双可达纺织有限公司、浙江胜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4、有限合伙人：浙江海天气体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821479937645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法定代表人：陈崇文
	4）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5）成立日期：1996年6月7日
	6）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东方大道391号
	7）经营范围：基础化学原料制造（具体范围详见《安全生产许可证》，凭有效许可证经营）；医用氧制造（具体范围详见《药品生产许可证》，凭有效许可证经营）；工业气体批发、零售（具体范围详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凭有效许可证经营）；气瓶检验；食品添加剂生产；普通机械批发、零售；货物进出口，机械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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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主要股东：陈崇文、高旸、刘恺麟、陈励、陈崇光等
	15、有限合伙人：嘉兴荣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205551659XA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冯荣华
	4）注册资本：1,800万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2年10月15日
	6）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当湖街道漕兑路33号2001室A区
	7）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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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等业务）；信息技术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纸制品和原材料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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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主要股东：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16、有限合伙人：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530435745
	2）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3）法定代表人：邵辉
	4）注册资本：70,000万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03年8月15日
	6）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临江工业园新世纪大道1766号
	7）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机电设备、金属材料、五金交电、日用百货、化工产品及原料（不含危险品）、化肥的销售。
	8）主要股东：杭州锦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浙江萧然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杭州辽通鼎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邵辉、陈柳瑛等。
	17、有限合伙人：宁德蕉城上汽产业升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902MA32W7UP38
	2）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执行事务合伙人：宁德蕉城上汽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合伙期限：2019年5月28日至无固定期限
	5）主要经营场所：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蕉城南路58号二层203-2
	6）经营范围：非证券类股权投资及与股权投资有关的咨询服务；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投资管理；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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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主要合伙人：上海汽车集团金控管理有限公司、福建环三兴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宁德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宁德蕉城上汽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有限合伙人：浙江百合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MA2AYC7D9J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法定代表人：陈立荣
	4）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7年11月24日
	6）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南阳街道龙虎村1588号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服装制造；面料纺织加工；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金属材料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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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主要股东：杭州潮彩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陈立荣、陈鹏飞、陈卫忠、王迪明
	19、有限合伙人：浙江九龙厨具集团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255711015W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法定代表人：沈贤法
	4）注册资本：5,018万人民币
	5）成立日期：1997年5月14日
	6）注册地址：萧山区戴村镇大石盖村
	7）经营范围：批发：预包装食品；生产、销售、安装、维修、研发：燃气灶具、厨房设备、消毒器械、电磁炉、蒸箱、电烤箱、冰箱、厨柜、洗碗机、开水器、水槽、拉蓝、通风设备、净化设备、食品机械、五金配件、电气电热配件、餐桌、桌凳、床、学生课桌、不锈钢制品、H型钢、C型钢；厨房设备设计及咨询、室内装潢设计；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制造、加工：冷轧板，钢管，磁钢。
	8）主要股东：沈玉萍、沈贤法、沈永发、沈发华
	20、有限合伙人：上海一曜生物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K331AXW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庄贤韩
	4）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5年11月26日
	6）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芳春路400号1幢3层
	7）经营范围：生物、医药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项目投资，医疗器械经营，生物制品研发，非临床诊断用生物试剂、化妆品、日用百货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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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主要股东：庄贤韩
	21、有限合伙人：深圳前海实益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11794602M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乔昕
	4）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4年7月22日
	6）注册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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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经营范围：投资管理（不含限制项目）；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投资顾问（不含限制项目）；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创业投资业务；受托管理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股权投资；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募集和发行基金，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8）主要股东：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
	22、有限合伙人：浙江百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7154523854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法定代表人：胡柏夫
	4）注册资本：5,009万人民币
	5）成立日期：1999年5月6日
	6）注册地址：萧山区宁围街道通惠北路1629号
	7）经营范围：市政公用工程，房屋建筑工程，水利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古建工程、装饰装修工程，土石方工程（除开采），地基与基础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非开挖管道工程，钢结构设计、安装，水电安装（除电力设备承装），幕墙工程，道路养护，市政、园林、土建、装饰装修设计、监理，机械租赁，自有房屋租赁，建筑材料及设备生产，投资咨询、投资管理（证券、期货、基金除外），企业管理咨询，承办展览、展销会，国内劳务派遣，物业服务，国内广告制作、发布，市场开发、经营，萧储（2009）52号地块房地产开发、经营，树木种植，...
	8）主要股东：胡柏夫、胡春燕
	公司与上述各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普通合伙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其他投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四、基金的基本情况及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一）基金的基本情况
	1、基金名称：浙江容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9MA2H2B4A43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执行事务合伙人：浙江容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基金规模：12亿元人民币
	6、出资方式及进度：以货币方式出资，根据合伙协议约定，首期出资额为基金规模的40%，已于2020 年2月完成实缴39,700万元。
	7、合伙期限：2020年1月21日至2027年1月20日
	8、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诺德财富中心1幢1301室-22(自行分割)
	9、经营范围：创业投资、股权投资。
	10、各合伙人认缴出资情况：
	（二）拟签署的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拟签署的合伙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 合伙企业的目的
	合伙企业的目的：围绕数字经济发展重点领域和产业布局，重点投资集成电路、通信网络、新型显示、关键元器件及材料、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及产业数字化等领域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重大产业化项目，专注于向5G上中下游产业链上具备技术和市场优势的龙头创新创业企业及其它具有发展潜力的高价值创新创业企业投资，投资项目主要通过并购或独立IPO方式退出，使合伙人获得满意的经济回报。为了促进该目的的实现，合伙企业将有权采取任何和所有必需、合适的行动，按照本协议普通合伙人可以根据本合伙协议的约定代表合伙企业进行...
	2、合伙企业存续期
	容腾基金的合伙期限为柒（7）年。前肆（4）年为合伙企业项目投资期，后叁（3）年为合伙企业项目退出期。为确保本合伙企业投资项目有序退出并考虑部分投资项目退出价值最大化，经代表全体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有限合伙人同意，管理人有权将合伙期限延长壹（1）年。
	3、合伙企业的管理人
	管理人向合伙企业收取管理费，合伙企业存续期为7年，前4年为投资期，后3年为退出期，在投资期（4年）内按合伙企业认缴总规模的2%/年预提取管理费，对于前期项目正常退出的资金（比如IPO、并购方式退出回笼资金）以及投资期满后任何形式退出的回笼资金，不进行循环投资。如有合伙人出资失败造成实缴少于认缴，则管理费按实缴计算调整。在退出期内（3年），管理人按合伙企业实缴总规模扣除已退出项目成本的1%/年的标准收取管理费，退出期管理费的具体收取方式如下：管理人可根据合伙企业在第4年度（即投资期最后一年）末的未实...
	各合伙人同意，根据《浙江省转型升级产业基金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的要求，管理人应当与省产业基金就合伙企业管理、管理人责任等事项另行签署《双边协议书》，各合伙人对此协议知晓且无异议。
	4、合伙人大会
	合伙人大会由全体合伙人组成。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合伙人大会须由代表全体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有限合伙人共同出席方为有效。合伙人大会上有限合伙人的表决权根据各个有限合伙人的实缴出资比例确定。
	5、出资认缴
	（1）各方均同意用人民币现金方式缴付出资。
	（2）全体合伙人一致确认，各合伙人应根据管理人根据本协议约定发出的缴款通知书及时缴纳出资；
	（3）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各合伙人于本协议生效后，于本合伙企业募集账户开立且收到管理人发出的缴款通知书后【5】个工作日内，向本合伙企业缴付首期出资，各合伙人的首期出资不低于认缴金额的40%；
	（4）第二次出资额为认缴金额的30%，在完成30%基金规模投资后安排出资，各合伙人在收到管理人发出的第二次缴款通知书后【30】个自然日内，向本合伙企业缴付认缴金额的30%；
	（5）第三次出资额为基金规模的30%，在完成60%基金规模投资后安排出资；各合伙人在收到管理人发出的第三次缴款通知书后【30】个自然日内，向本合伙企业缴付认缴金额的30%。
	6、投资决策委员会
	本合伙企业设投资决策委员会（简称“投委会”），投资决策委员会为本合伙企业的决策机构，决定本合伙企业的投资及投资退出等事宜，投资决策委员会做出决定后，由执行事务合伙人遵照执行
	7、合伙企业收入的分配
	合伙企业投资收入按年计算收益，就合伙企业所取得的收入按照下列顺序和方式进行分配，实际分配时间由普通合伙人根据基金运作情况而定：
	（1）支付有限合伙根据本协议约定应付的费用；
	（2）若有剩余，按全体合伙人的实缴出资比例返还其在本合伙企业中的实缴出资额，直至全体合伙人均收回其全部实缴出资额；
	（3）若有剩余，分配给全体合伙人，直到全体合伙人之实缴出资额在出资缴付之日至本金收回之日（按每笔实缴出资额占有时间独立计算）期间内达到每年6%的收益率（按单利计算）（“优先回报金额”）;
	（4）若有剩余，分配给普通合伙人，直到普通合伙人取得的分配金额（【为避免歧义，本项所称分配金额不包括普通合伙人根据上述第（2）项、第（3）项取得的金额】）达到根据上述第（3）项分配给全体合伙人优先回报金额的25%；
	（5）若有剩余（“超额收益”），其余资金按照20%:80%的比例在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之间进行分配（有限合伙人以实缴出资比例分配）。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
	鉴于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本次拟认购容腾创投基金，充分利用合作方的专业投资管理经验和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帮助公司获取新的投资机会，促进公司业绩的可持续增长，为广大股东创造更好的投资回报。
	（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基金份额的认购，未在基金中任职。公司未在基金投委会中委派委员，对其不具有一票否决权。合作投资事项不会导致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
	（三）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基金在投资运作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波动、国家政策条款、行业发展变化、标的公司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存在投资失败或亏损等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
	（四）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
	六、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拟认购浙江容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份额，将充分利用专业的投资团队，拓宽公司投资渠道，为公司增加盈利点，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未来长期发展战略，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及《公司章程》，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认购浙江容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份额。
	七、备查文件
	特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