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258        证券简称：电魂网络        公告编号：2022-005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认购私募基金份额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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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昆桥二期（厦门）半导体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昆桥二期（厦门）”或“合伙企业”）。 

 交易内容：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电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魂

创投”）拟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认购昆桥二期（厦门）

财产份额，占昆桥二期（厦门）认缴出资总额的 4.9823%。 

 交易性质：因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副总经理陈芳女士与昆桥二期（厦

门）有限合伙人厦门群英中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厦门

群英中元”）各合伙人签署《厦门群英中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

协议》，陈芳女士拟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人民币 2020 万元认购厦门群英中元财

产份额，占其出资总额的 54.4218%，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将厦门群英中元视

作关联方，本次公司与厦门群英中元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交易风险：基金尚处于募集阶段，尚需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

案，实施过程存在不确定性。本次投资无保本及最低收益承诺，基金在后期运营

过程中，所投资的项目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投资方

案等多种因素影响，投资进展及项目完成情况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存在投资收益

不及预期、不能及时有效退出等投资风险。 

 除已履行过审议程序的日常性关联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本公司与本次交

易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连同本次交易共 1 笔，累计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5,000

万元；此外，过去 12 个月本公司未与不同关联人进行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

次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4 日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认购私募基金份额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电魂创投于同日与普通合伙人昆桥资本股权投

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厦门昆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厦门

群英中元等其他有限合伙人签订《昆桥二期（厦门）半导体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昆桥二期（厦

门）认缴出资总额 100,355 万元，电魂创投作为有限合伙人拟以自有资金认缴出

资额 5,000 万元，占合伙企业份额的 4.9823%，厦门群英中元作为有限合伙人拟

认购昆桥二期（厦门）3,675 万元财产份额。 

（二）关联关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因公司实际控制人、董

事、副总经理陈芳女士与厦门群英中元各合伙人签署《厦门群英中元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陈芳女士拟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人民币 2020 万元

认购厦门群英中元财产份额，占其出资总额的 54.4218%，出于谨慎性原则，公

司将厦门群英中元视作关联方，本次公司与厦门群英中元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须获得公司董事会批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公司与标的基金其他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除已履行过审议程序的日常性关联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本公司与本次交易

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连同本次交易共 1 笔，累计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5,000 万

元，占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2.25%，未

达到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5%；此外，过去 12 个

月本公司未与不同关联人进行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陈芳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副总经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因陈芳女士与厦门群英中元各合伙人签署《厦门群英中

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陈芳女士拟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人



 

民币 2020 万元认购厦门群英中元财产份额，占其出资总额的 54.4218%，出于谨

慎性原则，公司将厦门群英中元视作关联方。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厦门群英中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MA8U4K4Q32 

3、类型：外商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4、住所：厦门市软件园三期诚毅北大街 56 号 402-70 

5、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昆荣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6、注册资本：1691.75 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时间：2021 年 10 月 18 日 

8、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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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主要股东：深圳昆荣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占其出资总

额的 2.7211% 

10、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厦门群英中元股权成立时间不足一年，厦门群

英中元普通合伙人深圳昆荣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主要财务指

标如下：资产总额 3301.28 万元，资产净额 3300.43 万元，营业收入 0 元，净利

润-1,351.28 元 

三、本次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合作方基本情况 

本次认缴出资前，昆桥二期（厦门）合伙人具体情况如下： 

1、普通合伙人基本情况 

（1）名称：昆桥资本股权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J0XB3U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麻岭社区深南大道 9966 号威盛科技大厦 26 层 

法定代表人：粘杰评 

注册资本：33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9 年 3 月 21 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



 

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股权投资、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

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

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 

股东结构：深圳昆荣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出资 100.00% 

主要管理人员：总经理、执行董事粘杰评，合规风控负责人郭校均 

主要投资领域：主要聚焦于半导体全产业链的优质项目及其应用领域的精选

项目，重点投向成长期、中后期以及并购（跨境及国内产业整合）项目；在预期

回报率符合要求的前提下考虑围绕威盛、联发科产业生态，少量投向潜在收益较

高的初创期和风险投资类的项目。 

最近三年发展状况：目前负责昆桥（深圳）半导体科技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基金管理，该基金已投资多个知名项目。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备案情况：已在中国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

管理人登记编码为 P1070031 

（2）名称：厦门昆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MA8U8B6L2B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厦门市软件园三期诚毅北大街 56 号 402-71 

执行事务合伙人：昆桥资本股权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1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1 年 11 月 9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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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结构：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单位：万

元） 

出资比例 

深圳昆诺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 99.0099% 

昆桥资本股权投资管理

（深圳）有限公司 
10 0.9901% 

2、有限合伙人基本情况 

名称：厦门群英中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MA8U4K4Q32 

类型：外商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厦门市软件园三期诚毅北大街 56 号 402-70 

执行事务合伙人：扈庆芬 

注册资本：1691.75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1 年 10 月 18 日 

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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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认缴出资完成后，昆桥二期（厦门）合伙人及其出资构成如下： 

 

合伙人姓名/名称 合伙人类别 住所 证件编号 

认缴出

资额

（万

元） 

出资比例 

1 
昆桥资本股权投资
管理（深圳）有限
公司 

普通合伙人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麻
岭社区深南大道 9966 号
威盛科技大厦 26 层 

91440300MA
5FJ0XB3U 

1,500  1.4947% 

2 
厦门昆诺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 
厦门市软件园三期诚毅北
大街 56 号 402-71  

91350200MA
8U8B6L2B 

1,500  1.4947% 

3 
合肥旭徽联芯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合肥市高新区皖水路 615
号 3 层 

91340100MA

2TM3ML7R 
26,500  26.4063% 

4 
威宏电子(上海)有
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工业
区沪南公路2502号 123室 

9131000079

56887413 
25,000  24.9116% 

5 
巡星投资（重庆）
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重庆两江新区大竹林街道
金开大道西段 106 号 1 幢
2 层 3 号 

91500000MA

ABPT1C52 
10,000  9.9646% 

6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09 号投资大厦 11 层 B
区 

9144030071

5226118E 
10,000  9.9646% 

7 
厦门火炬产业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厦门火炬高新区火炬园火
炬路 56-58 号火炬广场南
楼 201 

91350200MA

33RCX216 
10,000  9.9646% 

8 
杭州电魂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
大道 3850 号创新大厦 21
楼 2119 室 

9133010832

18984481 
5,000  4.9823% 

9 
厦门市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厦门市思明区展鸿路 82
号厦门国际金融中心 27
层 2701-2705 单元 

9135020058

78547840 
5,000  4.9823% 

10 
汇海瑞成（深圳）
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
技园社区科苑路 16 号东
方科技大厦 2401 

91440300MA

5H3H3F6H 
2,000  1.9929% 



 

11 
厦门群英中元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厦门市软件园三期诚毅北
大街 56 号 402-70 

91350200MA

8U4K4Q32 
3,675  3.6620% 

12 
厦门圆创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
区厦门片区翔云一路 93
号翔云楼 310 单元 A030 

91350200M0

001GM855 
180  0.1794% 

总认缴出资额 100,355 100.0000% 

截至本公告日，电魂创投尚未缴付出资，后续将以自有资金按照合伙协议约

定履行出资义务。 

除厦门群英中元外，上述各合作方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截至本公告日，亦无增持

本公司股份的计划，与本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且与第三方不存在其他影响

本公司利益的安排。 

（二）标的基金的基本情况 

名称：昆桥二期（厦门）半导体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21 年 11 月 26 日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厦门昆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昆桥资本

股权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厦门火炬高新区软件园三期诚毅北大街 56 号 402-83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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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期限：2021 年 11 月 26 日 至 2036 年 11 月 25 日 

基金总规模：本次认缴出资完成后，总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100,355 万元 

基金备案：标的基金目前正在募集过程中，尚未完成基金产品备案 

基金目前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并且在基金存续期内亦不会持有公司

股份；基金除了与合伙人之间的合伙权益分配关系外，与公司不存在其他相关利

益安排；基金与第三方不存在其他影响公司利益的安排。 

四、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伙企业名称：昆桥二期（厦门）半导体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二）投资领域和投资方式：合伙企业将主要聚焦于半导体全产业链的优质



 

项目，实现全产业链覆盖，包括 IC 设计、制造、封测、原材料、设备制造、EDA

工具及 IP 开发等；及其应用领域（以科技、媒体、通信、新经济为主）的精选

项目，包括但不限于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5G 通信、光通信、金融科技、

汽车电子及其它信息科技相关行业。 

合伙企业的投资方式为以股权或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及本协议允许的方

式（包括但不限于本协议项下的可转债投资等）对投资组合公司进行投资。 

（三）期限：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企业存续期为自完成首次交割日

起满 8 年，自首次交割日起 5 年内为投资期，投资期结束后合伙企业的剩余存续

期为退出期。合伙企业首次交割的日期为由管理人向全体有限合伙人发出书面通

知中载明的首次交割日。 

（四）合伙人及认缴出资额：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为昆桥资本股权投资管

理（深圳）有限公司和厦门昆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企业

的总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100,355 万元。 

（五）缴付出资：合伙人认缴的合伙企业出资，应在存续期内完成缴付。各

合伙人的认缴出资额应按照管理人签发的缴付出资通知的要求分期缴付，原则上，

各合伙人的首期应缴付的出资为其认缴出资额的 30%；其后，分两期继续缴付，

第二期缴付出资预计为其认缴出资额的 30%，第三期缴付出资预计为其认缴出

资额的 40%。除本协议约定的投资排除情形外，每一期出资均应由各合伙人按照

认缴出资比例分别缴付。 

（六）收益分配和亏损分担： 

1、收益分配：合伙企业因项目投资产生的可分配现金，应在合伙企业收到

相关款项后可行的合理时间内，按照“先回本，再分利”的原则，按如下约定进

行分配：（1）返还出资：按各合伙人在相关项目投资中的权益比例分配给各合

伙人，直至各合伙人累计获得的分配总额均等于其在合伙企业中的累计实缴出资

额；（2）优先回报：按各合伙人在相关项目投资中的权益比例分配给各合伙人，

直至各合伙人就上述第（1）项的每期出资，自该期出资实际缴付至合伙企业募

集账户之次日起至相应出资被其收回之日止，按照 8%/年（单利）的收益率实现

优先回报；（3）追补分配：分配给普通合伙人，直至其依本第（3）项取得的追

补分配金额等额于各合伙人取得的优先回报/80%*20%；（4）20/80 分成：80％

按各合伙人在相关项目投资中的权益比例分配给各合伙人，20%分配给普通合伙



 

人。 

2、亏损分担：合伙企业因项目投资产生的亏损，在参与该项目投资的合伙

人之间根据其权益比例分担，合伙企业的其他亏损由所有合伙人按其认缴出资比

例分担。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出资

额为限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 

（七）合伙事务的执行： 

1、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昆桥资本股权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和厦门昆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执行事务合伙人昆桥资本股权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向合伙企业提

供投资管理服务，包括但不限于：（1）为合伙企业作出所有投资及投资退出的

决策；（2）对拟投资目标公司进行调查、评估（包括选择专业顾问为合伙企业

提供外部咨询服务）；（3）提供投资架构安排的建议；（4）进行投资条款的谈

判及完成投资；（5）投资和目标公司的跟踪监管；（6）提供有关投资退出及资

产处置的建议；（7）处理合伙企业的政府审批、登记、备案等事务；（8）准备

实施、管理及退出投资相关的文件；（9）其他适用法律规定和本协议约定应当

由基金管理人开展的业务。 

3、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合伙企业。任何有限合伙人

均不得参与管理或控制合伙企业的投资业务及其他以合伙企业名义进行的活动、

交易和业务，或代表合伙企业签署文件，或从事其他对合伙企业形成约束的行为。 

（八）顾问委员会 

合伙企业在首次交割日后合理时间内组建顾问委员会，顾问委员会由管理人

指定的 3 至 5 名有限合伙人各自提名的一名代表组成。普通合伙人有权另行指定

一名代表担任顾问委员会主席，主席无表决权，负责组织召开顾问委员会会议。 

顾问委员会审议、批准如下事项：（1）决定合伙企业不通过联合投资载体

进行项目投资；（2）批准合伙企业的特定关联交易。 

（九）合伙人会议 

合伙人会议分为年度会议和临时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 20%以上有限合伙

权益的有限合伙人可向管理人提议召集临时会议；如管理人未在收到前述有限合

伙人提议后的 10 日内召集临时会议的，则单独或合计持有 20%以上有限合伙权

益的有限合伙人可自行召集和主持临时会议。 



 

（十）费用和支出 

1、合伙企业发生的合伙费用中，与项目投资直接相关的合伙费用，在参与

该项目投资的合伙人之间根据其权益比例分担，其他合伙费用在所有合伙人之间

按其认缴出资比例分担。 

2、管理费：在自首次交割日起的合伙企业整个存续期（含延长期，不含清

算期）内，合伙企业应每年向管理人昆桥资本股权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支

付按照以下约定计算的管理费：（1）在投资期内，管理费的计算基数为全体有

限合伙人的认缴出资总额；在退出期（含延长期）内，管理费的计算基数为合伙

企业已投资但尚未变现的项目投资中全体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所对应的投资成

本。（2）管理费费率为 1%/年。 

3、执行合伙事务报酬：在自首次交割日起的合伙企业整个存续期（含延长

期，不含清算期）内，合伙企业应每年向执行事务合伙人厦门昆诺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支付按照以下约定计算的执行合伙事务报酬：（1）在投

资期内，执行合伙事务报酬的计算基数为全体有限合伙人的认缴出资总额；在退

出期（含延长期）内，执行合伙事务报酬的计算基数为合伙企业已投资但尚未变

现的项目投资中全体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所对应的投资成本（2）执行合伙事务

报酬费率为 1%/年。 

（十一）协议生效：本协议最初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本次认购私募基金份额，秉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出资各方以等价现金方

式出资，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电魂创投本次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购私募基金份额，承担的投资风

险敞口规模不超过电魂创投本次认缴出资额。本次投资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

经营活动，不会对公司现金流及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本次交易将进一步整合利用各方优势资源，通过专业化投资管理团队，

优化公司投资结构，提升公司资金投资收益水平和资产运作能力。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严格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对公司经营

无不良影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证监会的监管要求，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本次投资暨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认购私募基金份额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公司董事胡建平先生、胡玉彪先生、陈芳女士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其他董事一致同意本次认购私募基金份额暨关联交易事项。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认购私募基金份额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公司全体监事一致同意本次认购私募基金份额暨关联交易事项。 

（三）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公司 

独立董事就本次认购私募基金份额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

表示对此事项事前知悉且同意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公司独立

董事就本次认购私募基金份额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1 月 15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http://www.sse.com.cn/）

的相关公告。 

八、风险提示 

基金尚处于募集阶段，尚需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实施过程存

在不确定性。本次投资无保本及最低收益承诺，基金在后期运营过程中，所投资

的项目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投资方案等多种因素影

响，投资进展及项目完成情况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存在投资收益不及预期、不能

及时有效退出等投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私募基金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投资，注意

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