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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51               证券简称：亚宝药业            公告编号：2021-020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投资平潭综合实验区沃生慧嘉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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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潭综合实验区沃生慧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合伙企业”） 

 投资金额：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2.050503亿元人民币，亚宝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人民币 2,000

万元参与投资合伙企业。 

特别风险提示：平潭综合实验区沃生慧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主

要投资方式为股权投资，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低等特点，在后续投资过程中

将受宏观经济、行业环境、投资标的的选择及基金自身管理和技术等多种因素影

响，可能存在投资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公司将及时关注合伙企业未来的后续进

展情况，将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风险。 

 

一、 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 日与各合伙人签署了《平潭综合实验区沃生慧嘉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公司拟作为有限合伙人（LP）参与平潭

综合实验区沃生慧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司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

人民币 2,000万元，占合伙企业总认缴出资额的 9.754%。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规定，本次投资无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对外 

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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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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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伙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沃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82D565Q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号 1幢 401室 A区 H1390 

成立日期：2016 年 07月 22日 

营业期限：2016 年 07月 22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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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管理人员：曹征 

主要投资领域：生物医药、医疗领域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指标 2020年度 2021第一季度 

总资产 4,272,334.08 6,477,218.30 

净资产 4,157,481.41 3,763,214.54 

营业收入 5,648,295.16 0 

净利润 956,684.70 -361,316.21 

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情况：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

金管理人，登记编号：P1034315 

股权结构： 

名称 股权比例 

王秀华 51.00% 

揭云 34.00% 

曹征 15.00% 

https://www.qcc.com/pl/p2cddedc8827b89f04947962f45aa4d1.html
https://www.qcc.com/pl/p775bf685de45fb50a65bb2901c9961e.html
https://www.qcc.com/pl/p384cfef2107cfd06156b9c085ae84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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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沃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

亚宝药业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没有增持公司股

份的计划，与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与第三方也不存在其他影响的公司利益

的安排。 

（二）有限合伙人基本情况 

1、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08453259J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叶澄海 

注册资本：104601.6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1998 年 11月 03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09 号车公庙绿景广场主楼 37层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不含进口分销业务);

自有物业租赁。药品的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市场推广、营销。(以上项

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项目涉及应取得许可审批的,须凭相关审

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开发研究、生产化学原料药、粉针剂、片剂、胶

囊。 

股东情况：信立泰药业有限公司为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持股比例为 60.73%。 

主要财务指标：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财务报告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21]第 

5-10013 号），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指标 2020年度（已审计） 2021年第一季度 

总资产 6,918,498,172.12 6,948,336,005.72 

净资产 5,508,330,004.53 5,666,494,925.01 

营业收入 2,738,562,296.09 765,931,082.28 

https://www.qcc.com/firm/h9123e7e318ad9365906637e29cb875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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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864,986.08 155,057,860.18 

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亚宝药业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没有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与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与第三方也不存在其他影响的公司利益的安排。 

2、华威慧创（上海）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华威慧创（上海）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7210132XW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侯文山 

注册资本：986 万美元 

成立时间：2005 年 03月 01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复兴西路 57号甲 2幢 407室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国际经济信息咨询、投资咨询、科技咨询、环保

信息咨询、贸易信息咨询、展会咨询、市场营销策划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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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名称 股权比例 

华威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100%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指标 2020年度 2021年第一季度 

总资产 672,091,682.43     543,540,425.45 

净资产 622,088,604.24     538,309,222.80 

营业收入      2,084,575.51  468,722.10 

净利润 514,409,946.34 -106,012,875.35 

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华威慧创（上海）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

亚宝药业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没有增持公司股

份的计划，与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与第三方也不存在其他影响的公司利益

的安排。 

https://www.qcc.com/firm/oce858c27e7dcd1b9cadf31f485931e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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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杭州泰格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杭州泰格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MA27XEG908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泰格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6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6 年 04月 22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聚工路 19号 8幢 16层 1602室 

经营范围：服务：私募股权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除证券、期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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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名称 股权比例 

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9.9583% 

上海泰格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0.0417%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指标 2020 年度 2021第一季度 

总资产 2,555,075,120.65 3,048,815,303.95 

净资产 2,554,645,607.08 3,048,361,767.79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266,979,566.06 123,641,079.29 

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杭州泰格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

亚宝药业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没有增持公司股

份的计划，与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与第三方也不存在其他影响的公司利益

的安排。 

4、平潭综合实验区睿昕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名称：平潭综合实验区睿昕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28MA31G6MU2W 

https://www.qcc.com/firm/db139f2e242412f29157c79055b8845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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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法定代表人： 陈小玲 

注册资本： 6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18 年 01月 30日 

注册地址：平潭县潭城镇瑞山 60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非广播

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广告制作；会议及展览服务；包装服务；房地

产咨询；房地产经纪；房地产评估；文化娱乐经纪人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

动；其他文化艺术经纪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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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演出经纪；演出场所经营；歌舞娱乐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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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在《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

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名称 股权比例 

陈婷 80.00% 

陈小玲 20.00%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指标 2020 年度 2021 第一季度 

总资产 67,025,187.51 66,934,022.36 

净资产 -126,112.49 -217,277.64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126,112.49 -217,277.64 

关联关系：平潭综合实验区睿昕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亚宝药业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没有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与公司

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与第三方也不存在其他影响的公司利益的安排。 

5、其他有限合伙人基本信息 

合伙人姓名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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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莉莉 上海市 

潘一杭 吉林省 

詹晶晶 福建省 

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自然人王莉莉、潘一杭、詹晶晶与亚宝药业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没有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与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与第三方也不存在其他影响的公司利益的安排。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合伙企业名称：平潭综合实验区沃生慧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28MA32J3UQXU 

4、成立时间：2019年 03月 07日  

5、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沃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主要经营场所：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湾片区商务营运中心 6号楼 5层 511

室-1320(集群注册)  

7、经营范围：依法从事对非公开交易的企业股权进行投资以及相关咨询服

务(不含金融、证券、期货、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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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指标： 

福建大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平潭综合实验区沃生慧嘉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2020 年财务报告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大正 CPA 审字【2021】第 210 号），合伙企业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如下： 

单位：元 

指标 2020年度（已审计） 2021第一季度 

总资产 136,731,238.71 133,720,175.68 

净资产 136,731,118.71 133,715,165.68 

营业收入 0.00 0 

净利润 16,023,774.11 -3,015,95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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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情况：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

基金编号：SGB159 

10、投资领域：生物医药、医疗领域。 

平潭综合实验区沃生慧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目前处于投资期内，

已投资 8个项目，共计投资 5657.00万元，涉及吸入制剂产品开发、基因工程疫

苗、运动医学产品、质谱检测产品和服务、组织再生医学等领域，由于项目周期

相对较长，尚未产生账面回报。 

11、各合伙人认缴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合伙人类别 
出资

方式 

认缴出资 

（人民币元） 
出资比例 

实缴出资 

（人民币元） 

1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沃

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货币 2,050,300.00 1.000% 1,046,400.00 

2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 货币 60,000,000.00 29.261% 45,000,000.00 

3 
华威慧创（上海）投

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 货币 15,000,000.00 7.315% 7,500,000.00 

4 王莉莉 有限合伙 货币 40,000,000.00 19.507% 22,500,000.00 

5 潘一杭 有限合伙 货币 30,000,000.00 14.631% 22,500,000.00 

6 
杭州泰格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 货币 10,000,000.00 4.877% 7,500,000.00 

7 詹晶晶 有限合伙 货币 15,000,000.00 7.315% 11,250,000.00 

8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有限合伙 货币 20,000,000.00 9.754% 0.00  

9 

平潭综合实验区睿昕

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有限合伙 货币 13,000,000.00 6.340% 0.00  

注：以上所有表格中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四、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1、存续期限：本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为 7年，自本合伙企业的成立日起算。

其中，投资期为 5年，退出期为 2年。经执行事务合伙人单独决定可延长合伙期

限，延长期不超过 2年（含 2年）。 

2、投资金额：本合伙企业的认缴出资总额合计为人民币 2.050503 亿元，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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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合伙人缴纳。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各合伙人首期出资额为各合伙人认缴出

资总额的 25%，二期出资额为各合伙人认缴出资总额的 25%，三期出资额为各合

伙人认缴出资总额的 25%，四期出资额为各合伙人认缴出资总额的 25%。当本合

伙企业账户资金余额不足前一期出资额 30%时，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向各合伙人

签发《缴款通知》。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各合伙人应自收到执行事务合伙人签

发的首期出资的《缴款通知》载明的截止日（“首期交割日”）之前将首期出资

款缴付至本合伙企业的资金募集账户。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对于二期、三期和

四期出资而言，各合伙人应自收到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发的该期出资的《缴款通知》

载明的截止日之前将该期出资款缴付至本合伙企业的资金募集账户。各合伙人将

于二〇二六年一月叁拾壹日之前足额缴纳其认缴出资。 

3、管理人及职责：执行事务合伙人担任本合伙企业的管理人，负责本合伙

企业的投资管理运营。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向本合伙企业提供投资管理服务，包

括对投资标的实施调查、分析、设计交易结构和谈判，对被投资公司或投资标的

进行监控、管理，对投资退出作出决策等。 

4、管理费：在合伙期限内，本合伙企业应按照本协议约定向管理人支付管

理费。年度管理费为认缴出资总额之 2%。 

5、合伙人会议： 

合伙人会议的职能和权力包括且仅限于：（1）本协议的修改和补充；（2）变

更本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3）听取执行事务合伙人所作的年度报告；（4）变更

本合伙企业的认缴出资总额；（5）本合伙企业的解散及清算事宜，批准本合伙企

业的清算报告；（6）决定以非现金对合伙人分配合伙企业资产；（7）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定或本协议约定的其他应当由合伙人会议决定或全体合伙人一

致同意的其他事项或执行事务合伙人提请合伙人会议审议的其他事项。 

6、投资决策委员会：执行事务合伙人下设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对管理人

管理团队提交的投资项目进行审议并作出决议。投资决策委员会由 3 人组成，其

中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 2人，由有限合伙人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派

1人。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不从本合伙企业领取报酬，其因参与该投资决策委员

会事务所产生的费用应从管理费列支。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建立规范科学的投资决

策程序及投资决策委员会议事规则。任何投资项目之投资及退出决定须经投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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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委员会成员三分之二（含本数）以上表决通过。投资决策委员会具体权限及议

事规则由执行事务合伙人依据项目具体情况另行制定。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任期

7年，经执行事务合伙人批准方可聘任和更换，继任者的任期为前任的剩余任期。

如本合伙企业的合伙期限根据本协议的约定而延长，则委员的任期相应续展。 

7、投资限制：除非经全体有限合伙人同意，本合伙企业不得在任何单个被

投资公司中投入超过本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的百分之三十（30%）。 

8、临时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在商业上合理的范围内可将合伙企业的闲置

现金投资于货币基金、银行存款、结构性存款、净值型理财产品、固定期限的理

财产品和现金管理类资产管理计划等临时投资。 

9、投资范围及经营范围：本合伙企业重点投资于高增长、高潜力的生物医

药、医疗领域企业。经营范围包括：股权投资、投资咨询、创业投资。 

10、投资退出：执行事务合伙人应秉持严谨、审慎的态度密切关注本合伙企

业项目投资的退出机会，并应适当、合理地依照法律法规及相关协议的约定完成

项目投资的退出。本合伙企业可通过如下方式退出投资项目： 

（1）被投资公司于境内、外证券交易市场完成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IPO）

后，本合伙企业于境内、外证券交易市场出让投资项目标的企业股票； 

（2）在适当的时机将投资项目注入上市公司，实现并购退出； 

（3）投资项目标的企业股权/股份转让； 

（4）由投资项目标的企业股东回购； 

（5）投资项目标的企业清算； 

（6）其他符合适用法律规定的方式。 

11、举债限制 

未经全体合伙人一致通过，本合伙企业合伙期限内不得举借债务。 

12、担保限制 

未经全体合伙人一致通过，本合伙企业合伙期限内不得对外提供担保。 

13、收益分配与亏损分担 

1）源于投资项目的分配 

来源于任一投资项目的可分配现金应按如下顺序进行分配： 

（1）首先，按实缴出资比例向全体合伙人分配，直至各合伙人均收回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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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出资。为免歧义，各合伙人先缴付的实缴出资优先于后缴付的实缴出资被收回； 

（2）其次，按实缴出资比例向全体合伙人分配，直至各合伙人就其每一元

实缴出资（自该实缴出资缴付之日至该实缴出资按照上述第（1）项约定被收回

之日止）实现按照每年 8%（单利）计算的优先收益（“优先收益”）。就某一合

伙人而言，其获分配的优先收益计算如下： 

优先收益 =∑ 该合伙人每一元实缴
n

i=1
出资 ∗

i

365
∗ 8%，其中 i为每一元实缴

出资缴付之日至该实缴出资按照上述第（1）项约定被收回之日的天数。 

（3）然后，向普通合伙人分配，直至普通合伙人依据本第（3）项获分配的

金额（“普通合伙人追补收益”）等于其依据本第（3）项获分配金额与全体合

伙人依据上述第（2）项获分配金额（“全体合伙人优先收益”）之和的 20%。普

通合伙人追补收益的计算如下： 

普通合伙人追补收益 =全体合伙人优先收益*
20%

1−20%
 

（4）以上分配后如有余额，20%支付普通合伙人，作为业绩奖励，80%按照

实缴出资比例向有限合伙人进行分配。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合伙企业从任何投资项目取得的收入，应尽快分配，

且最晚不迟于本合伙企业取得该等收入之日起玖拾（90）个工作日。但是非因出

售、处置投资项目取得的收入，可以按财务年度汇总，分配时间不应迟于取得该

等收入的财务年度结束后的陆拾（60）个工作日。 

2）其他收入分配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合伙企业其它收入（包括但不限于本合伙企业的临

时投资收入产生的收入）应于执行事务合伙人认为合适的时间进行分配，原则上

应在该等收入累计达到人民币壹佰万元时进行分配。 

3）非现金分配 

本合伙企业解散前，分配应尽可能以现金形式进行。但在适用法律允许的情

况下，如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以本条约定的非现金分配方式进行分配，则分配以

非现金资产（包括证券、股权及本合伙企业的其它资产）形式进行。在非现金分

配时，如所分配的非现金资产为公开交易的有价证券，则以自分配决定作出之日

起拾伍（15）个证券交易日内该等有价证券的平均交易价格确定其价值，本合伙

企业按照本第 3）条向合伙人进行的非现金分配应按照本协议第 1）条的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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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和顺序进行，其他非现金资产的估值由执行事务合伙人按照市场公允价格合

理确定或由执行事务合伙人选定的具有相关资质的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确

认，相关费用计入本合伙企业费用，由本合伙企业承担。 

4）亏损承担 

本合伙企业的亏损应首先由合伙企业财产进行承担，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出

资额为限对本合伙企业的亏损承担责任，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亏损承担无限

连带责任。 

14、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 

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应协商解决。自争议发生之日起三十（30）

日内协商未成，任何一方均可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按照该会当时

现行有效规则在北京以中文仲裁解决。 

五、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平潭综合实验区沃生慧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聚焦生物医药、医

疗领域的股权投资及相关投资业务，公司本次投资合伙企业，有利于公司借助专

业投资机构的团队优势及资源优势，符合公司未来业务拓展和战略发展的需求，

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和后续发展能力。 

本次投资，公司根据相关会计准则，对合伙企业按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财务核算科目为“其他长期金融资产”，在短期内

对公司的财务及经营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风险提示 

平潭综合实验区沃生慧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主要投资方式为股

权投资，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低等特点，在后续投资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

行业环境、投资标的的选择及基金自身管理和技术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存在投

资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公司将及时关注合伙企业未来的后续进展情况，将按照

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七、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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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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未参与合伙企业份额认购、未在合伙企业中任职。本次合作事项不存在同业竞

争或关联交易情形。  

特此公告。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6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