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0753               证券简称：漳州发展          公告编号：2022－041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参与设立漳州高新区一药一智 

股权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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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公司子公司福建展恒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展恒新）、

漳州漳龙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龙创投基金）、

福建漳龙建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龙建投）等 28 家单位组成

的联合体中标漳州高新区靖圆“一药一智”产业园股权投资+工程总

承包一体化项目（以下简称一药一智项目）。按招标文件要求，中

标人需与招标人等共同出资成立项目公司，负责项目的投融资、建

设及运营等工作，中标人的出资方式包括成立基金等间接出资方式。 

鉴于此，展恒新作为有限合伙人将与漳龙创投基金、漳龙建投

及其他联合体成员或其委托的出资人共同设立专项股权投资基金—

—漳州高新区一药一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定名，以工

商核定名称为准），基金规模预计为 38.84 亿元，展恒新认缴出资

额为 0.7 亿元。各合伙人的出资方式及出资金额如下：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别 认缴出资（亿元） 认缴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漳州漳龙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0.01 0.03% 货币 

福建漳龙建投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 12.87% 货币 

福建展恒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0.7 1.81% 货币 



 

其他联合体成员或其委托的出资人 有限合伙人 33.13 85.29% 货币 

合计 38.84 100%  

目前相关合伙协议尚未签订，最终基金规模、合伙人构成及出

资比例等以实际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漳龙创投基金、漳龙建投为公司控股股东福建漳龙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漳龙集团）的下属企业，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

司于 2022年 6月 1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 2022年第四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参与设立漳州高新区一药一智股权投资基金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公司关联董事陈海

波先生回避表决，三位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已事前认可并发表

了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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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事项在董事会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漳州漳龙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03MA34PB248G 

住所：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龙祥北路 1 号 503 室 

法定代表人：张广宇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20 年 09 月 18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

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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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漳龙创投基金已依法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

金管理人，登记编码为 P1072484。 

关联关系：漳龙创投基金为漳龙集团下属企业，与公司存在关联

关系。经查询，漳龙创投基金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漳龙创投基金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2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02.58 445.95 

负债总额 15.81 94.29 

净资产 286.77 351.66 

项 目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 1月-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153.31 -35.11 

净利润 -153.33 -35.11 

2. 福建漳龙建投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00735692976G 

住所：漳州市芗城区南昌路 8 号华联商厦办公楼第九层 

法定代表人：钟舜杰 

注册资本：71,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02 年 03 月 29 日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地基与基础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城市及道

路照明工程、土石方工程、桥梁工程专业承包；城市基础设施及市政

公用工程的投资、建设、经营与管理等；法律法规未规定许可的，均

可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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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漳龙建投为漳龙集团下属企业，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经查询，漳龙建投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漳龙建投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2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728,943.19 2,791,962.10 

负债总额 2,146,661.37 2,205,855.63 

净资产 582,281.82 586,106.46 

项目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 1月-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9,251.54 6,692.05 

营业利润 5,148.29 -0.79 

净利润 3,194.08 -49.79 

三、一药一智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业主：漳州九龙江圆山投资有限公司 

2.项目名称：靖圆“一药一智”产业园股权投资+工程总承包一

体化 



 

3.项目概况：包括中医药科技文化产业园和智能制造产业园，中

医药科技文化产业园总规划面积约 10.8 平方公里（约 16200 亩），

智能制造产业园总规划面积约 10 平方公里（约 15000 亩）。投资建

设内容包括园区内的产业项目、配套基础设施项目、生态环境提升项

目等。项目建设内容最终以政府相关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的内容为

准。 

项目总投资约 502 亿元，其中建安投资约 195 亿元、设备投资约

112 亿元、工程建设其他投资 195 亿元（含征迁和土地报批，征迁和

土地报批费用不纳入项目公司投资范围）；近 3 年拟实施的项目中产

业项目建安投资约 23 亿元，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建安投资约 55 亿元，

生态环境提升项目建安投资约 11.4 亿元。项目投资总额最终以政府

相关部门审批、核准、备案为准。 

4.工期：整体招商和建设期约 5～10 年（根据各产业园开发招商

进度具体情况确定）。 

5.中标情况：中标总价为 293.58 亿元。展恒新、漳龙创投基金、

漳龙建投等 28 家单位组成的联合体中标该项目，联合体牵头人为漳

龙建投。联合体成员具体承接项目内容尚待协商确定。 

四、拟设立股权投资基金的基本情况 

1.名称：漳州高新区一药一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定

名，以工商核定名称为准） 

2.基金规模：预计 38.84 亿元 

3.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4.各合伙人名称及出资情况：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别 认缴出资（亿元） 认缴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漳州漳龙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0.01 0.03% 货币 

福建漳龙建投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 12.87% 货币 

福建展恒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0.7 1.81% 货币 

其他联合体成员或其委托的出资人 有限合伙人 33.13 85.29% 货币 

合计 38.84 100%  

5.存续期限：6 年，存续期的前 5 年为投资期，存续期的第 5 年

至存续期到期日止为合伙企业的退出期。经合伙人会议审议通过后可

延长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 

6.投资事项：本合伙企业专项投资于漳州高新区一药一智项目公

司。投资项目领域包括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配套、城市运营、开

发区相关的上下游产业等领域。 

7.管理方式：执行事务合伙人漳州漳龙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作为基金管理人。合伙企业存续期间，合伙企业每年应向管理人支

付的管理费为合伙企业实缴出资总额的 0.5%。 

8.入伙与退偿：按法律法规规定及协议约定实行。 

五、 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均以货币形式出资，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 本次交易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本次子公司展恒新参与设立专项股权基金，有利于展恒新参与市

政工程建设、拓展业务范围，符合公司发展规划。联合体各方具体承

接项目内容尚待确定，预计不会产生新的关联交易。公司的独立性没



 

有受到影响，主要业务亦不会因此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本

次交易不会对公司 2022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相关合伙协议尚未签订，具体条款以各方签

署的正式合同文本为准。公司将密切关注基金的成立、投资管理及投

后管理等相关进展情况，防范和降低投资风险。 

七、 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2 年至今，漳龙集团及下属企业与本公司及下属企业发生的

新增（包括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关联交易）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为

12,116.88 万元。 

八、 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子公司展恒新与关联方漳龙创投基金、漳龙建投集及其他联

合体成员或其委托的出资人共同设立专项股权投资基金一药一智合

伙企业，用于项目公司出资，属经营业务开展需要。本次展恒新拟作

为有限合伙人参与设立专项股权投资基金，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2022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子公司展恒新与关联方漳龙创投基金、漳龙建投及及其他联

合体成员或其委托的出资人共同设立专项股权投资基金一药一智合

伙企业，有利于满足展恒新业务拓展需要，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会议

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且公司关联董事回避

表决，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



 

该关联交易事项。 

九、 其他说明 

本次交易不属于以下期间：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

者归还银行贷款后的十二个月内。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 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 2022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3.漳州高新区一药一智项目中标结果公告 

特此公告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六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