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308 证券简称：中际旭创 公告编号：2020-114

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苏州耀途进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

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2、本次投资的主体苏州耀途进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耀

途进取”）成立于 2018 年 8 月 29 日，截至本公告日认缴规模为人民币 682,000,000

元，公司投资方式为受让其他合伙人持有的 1,000万元的有限合伙份额。

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际旭创”）于 2020年 9月 1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苏州耀途进取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的议案》，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受让苏州耀途进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1,000万元的有限合伙份额，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1、交易基本情况

随着物联网、大数据应用行业的快速发展，为众多创新科技型企业提供了良好

的发展机遇，为持续深化公司在传感器、物联网平台及芯片领域的投资布局，中际

旭创拟以自有资金受让耀途进取 1,000万元有限合伙份额。该基金专注于物联网与大

数据应用（包括底层传感器、芯片、物联网平台、AI技术，尤其是 AI和大数据在金

融科技、智能驾驶和机器人等领域）等行业的投资。

2、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3、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1号：上市公司与专业投资

机构合作事项》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

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耀途进取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概况

企业名称 苏州耀途进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6MA1X46TB11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出资方式 货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曜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8年 8月 29日

住所
苏州市相城区高铁新城青龙港路 66 号领寓商务广场 1 幢 18 层

1807-036工位（集群登记）

营业范围
创业投资及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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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案情况
苏州耀途进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属于创业投资基金，

已依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基金编号: SET335。

（二）合伙人情况

公司受让耀途进取 1,000万元有限合伙份额后，耀途进取的合伙人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合伙人/企业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金额
认缴出资

比例
实缴金额

1 上海曜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700.00 1.0264% 490.00

2 苏州市相城创新产业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000.00 14.6628% 4,000.00

3 宁波耀途进取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5,800.00 8.5044% 4,060.00

4 中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00 7.3314% 3,500.00



5 中金启元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

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5,000.00 7.3314% 2,000.00

6 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00 4.3988% 2,100.00

7 天津仁爱智泽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有限合伙人 3,000.00 4.3988% 2,100.00

8 常州武南汇智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有限合伙人 3,000.00 4.3988% 1,200.00

9 浙江兆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00 4.3988% 2,100.00

10 浙江网新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00 4.3988% 2,100.00

11 北京中关村科学城新动能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3,000.00 4.3988% 2,100.00

12 孙小平 有限合伙人 2,000.00 2.9326% 1,400.00

13 上海谷亮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人 2,000.00 2.9326% 1,400.00

14 红杉璟诗（厦门）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2,000.00 2.9326% 1,400.00

15 苏州国发苏创现代服务业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2,000.00 2.9326% 800.00

16 武汉青峰睿莱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500.00 2.1994% 1,050.00

17 共青城任君世泰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200.00 1.7595% 840.00

18 上海科房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4663% 700.00

19 乐志华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4663% 700.00

20 北京伟豪元和贰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4663% 400.00

21 蔡伟艳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4663% 700.00

22 宁波九益禾信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4663% 700.00

23 史维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4663% 700.00



24 徐爱平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4663% 700.00

25 廊庭（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4663% 700.00

26 张宏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4663% 700.00

27 常州信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4663% 700.00

28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4663% 700.00

29 芜湖歌斐泽均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4663% 700.00

30 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4663% 400.00

合计 68,200.00 100.00% 41,140.00

（三）普通合伙人

企业名称 上海曜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230350680237J

企业性质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白宗义

成立日期 2015年 8月 18日

住所 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潘园公路 1800号 2号楼 9616室

营业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

主要投资领域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3D 传感器、智能安防等领

域。

主要股东情况 上海曜途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股 100%）

实际控制人 白宗义

备案情况
上海曜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

已依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登记编号：P1026277。

（四）其他主要合伙人情况

1、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13,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31558334A

企业性质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 沈伟国

成立日期 1999年 8月 6日

住所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669号 39层（名义楼层）1单元

营业范围

创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

或个人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投资企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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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

主要股东情况 上海科技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实际控制人 上海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是否属于私募基金或私募基

金管理人
否

2、上海科房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上海科房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4,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52490225Y

企业性质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 陈剑

成立日期 2003年 7月 15日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北张家浜路 68号 5幢 509室

营业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经济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

建筑材料、机电设备、五金交电的销售，自有房屋租赁。

主要股东情况 上海科事发房地产有限公司（持股 80%）

实际控制人 陈剑

是否属于私募基金或私募基

金管理人
否

3、北京伟豪元和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北京伟豪元和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1MA0193PN22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伟豪元和资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17年 11月 27日

住所 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 1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 C座 131

营业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合伙人情况

普通合伙人：北京伟豪元和资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北京伟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莹、张健尧、

王方。

备案情况
北京伟豪元和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属于创业投资基金，已

依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基金编号:SCV998。

4、武汉青峰睿莱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武汉青峰睿莱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MA4KXQQ17M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林嘉诚

成立日期 2018年 2月 6日

住所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神龙大道 18 号太子湖文化数字创意产业园

创谷启动区 B1178号

营业范围

从事非证券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咨询服务业务（不含国家法律

法规、国务院决定限制和禁止的项目；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募集

和发行基金,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

款等金融业务）。

合伙人情况

普通合伙人：林嘉诚；

有限合伙人：湖北三峡华翔集团有限公司、福建合玖峰投资有限

公司。

是否属于私募基金或私募基

金管理人
否

5、宁波九益禾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宁波九益禾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1MA2AHYUY47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郡领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8年 4月 4日

住所 浙江省宁波象保合作区邻里中心商住楼 2号楼 117-2室

营业范围

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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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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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伙人情况
普通合伙人：上海郡领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上海朴融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陆敏、周一鸣。

备案情况
宁波九益禾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未在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6、中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中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5,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887353308

企业性质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高建荣

成立日期 2012年 1月 17日

住所 上海市长宁区淮海西路 666号 2005室

营业范围 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

主要股东 西藏中茵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实际控制人 高建荣

是否属于私募基金或私募基

金管理人
否

7、浙江兆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浙江兆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6,667.77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7450544091

企业性质 股份公司（上市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孔爱祥

成立日期 2002年 11月 28日

住所 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桥南区块兆丰路 6号



营业范围

汽车零部件、机电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技术咨询服

务，金属材料的销售，从事进出口业务，检测技术咨询、技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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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情况 杭州大兆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36.13%）

实际控制人 孔爱祥、孔辰寰

是否属于私募基金或私募基

金管理人
否

8、浙江网新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浙江网新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197.8022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8560584841E

企业性质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国平

成立日期 2010年 9月 8日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胜联路 888号 105室

营业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智能列车技术，计算机，传感设备，轨道

交通控制技术，轨道交通机动控制系统，计算机系统集成；生产：

动车组车厢视频监控、受电弓视频监控等监控产品、乘客信息系

统等轨道交通智能化产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周边设备，电

子产品，传感设备，机械电子设备，光磁电检测设备，铁路检测

设备及配件。

主要股东情况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实际控制人 浙江大学

是否属于私募基金或私募基

金管理人
否

9、宁波耀途进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宁波耀途进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1MA2AHA6R9R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曜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8年 3月 1日



住所 浙江省宁波象保合作区邻里中心商住楼 2号楼 114-2室

营业范围 创业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

合伙人情况：
普通合伙人：上海曜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苏州蓝极风商贸有限公司、鲍家丰、袁园、刘德志。

备案情况
宁波耀途进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属于创业投资基金，

已依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基金编号: SEQ606。

10、廊庭（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廊庭（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2,345.6789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342186220Q

企业性质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苏亚

成立日期 2015年 6月 15日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湘路 225弄 11号 1830室

营业范围

投资管理，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商务信息咨询，法

律咨询，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项目管理咨询，从事计算机

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电子

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

主要股东情况 苏亚（持股 90%）

实际控制人 苏亚

是否属于私募基金或私募基

金管理人
否

11、常州信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常州信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5,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4006613447838

企业性质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林田

成立日期 2007年 5月 10日

住所 常州市延陵西路 23号



营业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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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主要股东情况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实际控制人 常州市人民政府

是否属于私募基金或私募基

金管理人
否

12、天津仁爱智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天津仁爱智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8MA06E1U61K

企业性质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肖丹

成立日期 2018年 8月 3日

住所
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亚洲路 6975号金融贸易中心南

区 1-1-1313

营业范围 企业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主要股东情况 天津仁爱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100%）

实际控制人 马如仁

是否属于私募基金或私募基

金管理人
否

13、上海谷亮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企业名称 上海谷亮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230MA1K1H6H6P

企业性质 个人独资企业

投资人 蒋竹云

成立日期 2018年 8月 23日

住所 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潘园公路 1800号 3号楼 33530室

营业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

会务服务，仓储服务（除危险化学品），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

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自有房屋



租赁，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是否属于私募基金或私募基

金管理人
否

14、苏州市相城创新产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苏州市相城创新产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7MA1T9FTP45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苏州市相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7年 11月 13日

住所 苏州市相城区高铁新城南天成路 55号相融大厦 17楼 17-22室

营业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合伙人情况：

普通合伙人：苏州市相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苏州市相城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市相

城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备案情况
苏州市相城创新产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属于创业投资基

金，已依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基金编号: SLS084。

15、常州武南汇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常州武南汇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412MA1NLFXB5R

企业性质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沈扬

成立日期 2017年 3月 21日

住所 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海湖路特 1-3 号

营业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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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创业企业提供服务业务；参与设立

创业投资与创业管理顾问机构。

主要股东情况 江苏武进高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100%）

实际控制人 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是否属于私募基金或私募基

金管理人
否



16、共青城任君世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共青城任君世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405MA38MELG2P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市任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9年 6月 5日

住所 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基金小镇内

营业范围 股权投资，项目投资，实业投资。

合伙人情况
普通合伙人：深圳市任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刘源、陈志安、王莉、邓璇、杨秀琴、田凤占。

备案情况
共青城任君世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属于股权投资基

金，已依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基金编号: SGT441。

17、苏州国发苏创现代服务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苏州国发苏创现代服务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0060163485B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苏州国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2年 12月 22日

住所 苏州市太湖东路 290号 1幢 503室

营业范围

投资包括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现代物流服务、科技

服务、商业服务、文广传媒、旅游、服务外包、环保服务、先进

制造业研发在内的以现代服务业为投资方向的创业企业；创业投

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

合伙人情况
普通合伙人：苏州国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苏州市政府引导基金管理中心。

备案情况
苏州国发苏创现代服务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属于股权投资基

金，已依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基金编号: SD4236。

18、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9,36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0694456896Y



企业性质 股份公司（上市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一华

成立日期 2009年 8月 20日

住所 苏州高新区浔阳江路 70号

营业范围

研发、生产、销售：测量和检测设备、测量和检测系统、机器人

与自动化装备、自动化立体仓库及仓储物流设备、大型自动化系

统、激光技术及装备、光电传感器、计算机软硬件产品、信息技

术与网络系统、光学产品、电子产品、机械产品，并提供以上产

品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租赁、附属产品的出售，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主要股东情况 苏州青一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41.32%）

实际控制人 徐一华

是否属于私募基金或私募基

金管理人
否

19、芜湖歌斐泽均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芜湖歌斐泽均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202MA2RELYM5U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7年 12月 26日

住所
芜湖市镜湖区吉和南路 26 号雨耕山园区内思楼二层北侧和

西侧区域 B1028 室

营业范围 实业投资、创业投资、投资咨询。

合伙人情况
普通合伙人：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梅艾虹。

备案情况
芜湖歌斐泽均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属于股权投资基金，已依照

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基金编号: SCP455。

20、中金启元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中金启元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2MA27YCUY4B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中金佳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6年 8月 5日

住所 上城区元帅庙后 88号 142室-1

营业范围

服务：股权投资、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管理、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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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伙人情况

普通合伙人：中金佳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浙江省产业基金有限公司

四川交投产融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烟

台市财金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万林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博时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武汉光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湖北省联合发

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建信（北

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备案情况
中金启元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 已在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基金备案，备案编号：S32503。

21、北京中关村科学城新动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北京中关村科学城新动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MA01NG2N8M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中关村科学城新动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9年 11月 4日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73号 A座十四层 1402号

营业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

合伙人情况
普通合伙人：北京中关村科学城新动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北京中关村科学城创新发展有限公司。

备案情况
北京中关村科学城新动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属于股权投

资基金，已依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基金编号: SJP122。

22、红杉璟诗（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红杉璟诗（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3MA3328GU5Y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嘉兴红杉坤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19年 7月 19日



住所 厦门市思明区民族路 127号二楼 F-283区

营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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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伙人情况：

普通合伙人：嘉兴红杉坤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诸暨歌斐创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

海乾日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诸暨歌斐创泰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诸暨歌斐创影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芜湖歌斐豫章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备案情况
红杉璟诗（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属于创业投资

基金，已依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基金编号:SJE910。

三、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伙协议

1、合伙目的

本合伙企业的合伙目的是在适用法律及经营范围所允许下，在物联网与大数据

应用（包括底层传感器、芯片、物联网平台、AI技术，尤其是 AI和大数据在金融科

技、智能驾驶和机器人等领域）等行业进行股权及准股权投资，实现资本收益。

2、经营范围

本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为：创业投资及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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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存续期限

除非本合伙企业提前解散，本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自本合伙企业的首期到账日

起算，至首期到账日的第柒（7）个周年日为止（“存续期限”）。为有序清算本合

伙企业所有投资项目，普通合伙人有权提议并经投资人顾问委员会批准将存续期限

延长壹（1）次，延长期限不超过贰（2）年。本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可以根据本协

议第 10.1条之约定而相应缩短。

4、投资期

本合伙企业之投资期（“投资期”）自首期到账日起，到以下情形中最先发生

之日为止：首期到账日的第肆（4）个周年日；或根据本协议第 3.5条或第 3.6条而

提前终止。投资期终止后，本合伙企业不得参与任何新投资项目，而仅可进行存续

性活动。



5、缴纳出资

本合伙企业的目标认缴出资总额合计为人民币[柒亿（RMB700,000,000）]元，

由全体合伙人缴纳。普通合伙人有权根据最后交割日（如不存在后续交割的情况下，

则为首次交割日）的认缴出资募集情况决定本合伙企业的最终认缴出资总额。

6、普通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有权以本合伙企业的名义代表本合伙企业作出前述任何行动。在本

合伙企业的资产不足以清偿本合伙企业的全部债务时，普通合伙人须就该等债务承

担无限连带责任。普通合伙人转让其在本合伙企业的全部或部分合伙权益，须经持

有有限合伙权益之三分之二（2/3）的有限合伙人同意，但普通合伙人向其关联人士

进行的转让除外。

7、有限合伙人

除非适用法律另有要求或本协议另有明确约定，各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出资额

为限对本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合伙人不得参与管理或控制本合伙企业的

投资或其他活动，不得以本合伙企业的名义开展任何业务，亦无权为本合伙企业签

署文件或以其他方式约束本合伙企业。

8、投资基金管理

（1）投资人顾问委员会

投资人顾问委员会由截止首次交割日对本合伙企业认缴出资金额最高的除联接

合伙人外的前两（2）名有限合伙人（如认缴出资金额相同，则根据入伙时间先后排

列）以及普通合伙人认可的对本合伙企业具有战略价值的壹（1）名有限合伙人各自

委派壹（1）名代表组成，但该等有限合伙人委派的具体代表人选需经普通合伙人认

可。普通合伙人可委派一名代表担任秘书长，秘书长负责召集及主持投资人顾问委

员会会议，但对于所议事项无表决权。投资人顾问委员会会议须有半数以上（含本

数）成员出席（无论亲自出席或者授权代表出席）方为有效，投资人顾问委员会会

议可以采取现场会议、电话会议或通讯表决方式进行。投资人顾问委员会会议所作

决策需经超过半数（不含本数）具有表决权的与会成员同意方能通过，且若与会成

员与所表决事项存在利益冲突，则不得参加表决。



（2）管理人

管理人负责本合伙企业的投资管理运营。管理人与本合伙企业签订管理协议

（“管理协议”），并根据该管理协议及适用法律，负责向本合伙企业提供投资管理服

务，向普通合伙人提供咨询和建议，包括对投资目标发掘、实施调查、分析、设计

交易结构和谈判，对被投资公司进行监控、管理，提交关于投资退出的建议等，但

管理人不得代替普通合伙人作出投资决策。

（3）投资决策委员会

普通合伙人下设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对管理人投资管理团队提交的投资项目

（及其退出）进行审议并作出决议。

9、收益分配

（i）划分日前分配的投资项目

除非本条另有约定，应划分给普通合伙人的部分应分配给普通合伙人，划分给

各有限合伙人的部分按如下顺序进行分配（每次分配时点分别计算）：（1）返还有限

合伙人之实缴出资；（2）支付有限合伙人优先回报；（3）弥补普通合伙人回报；（4）

80/20分配：以上分配之后的余额，80%归于该有限合伙人，20%归于普通合伙人。

（ii）划分日后分配的投资项目

除非本条另有约定，应划分给普通合伙人的部分应分配给普通合伙人；划分给

除国家级有限合伙人以外的各有限合伙人的部分在普通合伙人和该有限合伙人（违

约合伙人除外）之间按第 7.2条第(i)款第（1）至（4）项进行分配（每次分配时点分

别计算）；划分给国家级有限合伙人的部分在扣除国家级有限合伙人返还金额（若有）

后剩余的金额在普通合伙人和国家级有限合伙人之间按照第 7.2条第(i)款第（1）至

（4）项进行分配（每次分配时点分别计算）。

10、会计核算

（1）合伙人应按照《合伙企业法》及其他适用法律的规定，分别缴纳所得税。

就适用法律规定本合伙企业应履行代扣代缴义务的相关税项，本合伙企业有权按照

相关适用法律规定代扣代缴。



（2）所有筹建费用和合伙企业营运费用均应由本合伙企业支付。

（3）在本合伙企业存续期间和解散后的拾（10）年内，普通合伙人应在适当的

会计账簿中将本合伙企业交易的全部和准确记录保存在或促使这些信息被保存在普

通合伙人住所，其中应包含适用法律要求的全部信息。

（4）本合伙企业应于每一财务年度结束后，由审计师对本合伙企业的财务报表

进行审计。

（二）份额转让协议

1、协议主体

转让方：北京伟豪元和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是一家根据中国法律组建

和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11MA0193PN22，住所为北京

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 1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 C座 131。

受让方：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根据中国法律组建和存续的有限合伙

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706007763110099，住所为山东省龙口市诸由观镇驻

地。

2、转让标的

转让标的为：转让方持有的苏州耀途进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4663%

的有限合伙份额，对应认缴出资金额 1,000万元，其中实缴出资 400万元，未缴出资

600万元。

3、价款支付

作为本协议项下标的份额转让的对价，标的份额转让价款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400

万元（“转让价款”）。在本协议签署后伍工作日内，受让方应向合伙企业募集监督户

支付转让价款，由合伙企业募集监督户收到款项后当日向转让方支付转让价款。自

受让方根据第 2.2条向转让方支付转让价款后，标的份额未出资部分应由受让方完成

出资义务。

四、关联关系及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1、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 5%



以上股份的股东未参与本次基金份额的认购，也未在合伙企业中任职，与其他投资

各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或相关利益安排，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其他投资各方无直接

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且无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意向；公司对投资决策无一票否决权。

2、耀途进取有限合伙人史维通过上海曜途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管理人上

海曜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12%的股权；有限合伙人天津仁爱智泽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关联方天津仁爱智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上海曜途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间接持股

上海曜途 2.0024%的股权；有限合伙人红杉璟诗（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通过上海曜途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上海曜途 6.00%的股权；上海曜途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为有限合伙人宁波耀途进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出资比例为 10.3448%。

除此之外，上海曜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他有限合伙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投资入伙基金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1、投资入伙基金的目的

本次投资入伙耀途进取基金，能够充分借助专业投资机构的资源及投资管理优

势，深化公司在物联网、大数据、芯片等领域的投资布局，提高公司盈利水平和市

场竞争力，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和产业链延伸的要求。

2、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投资入伙耀途进取基金符合公司可持续发展及稳定增长的需求，资金

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开展，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不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3、存在的风险

合伙企业在投资过程中，面临宏观经济、行业周期、市场竞争、投资标的经营

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公司本次的投资目的及投资收益能否达成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将密切关注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和投资项目的实施过程，降低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产业投资基金的后续进展，严格按照《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第 21号：上市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事项》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

等规定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六、其他事项

公司过去十二个月内，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

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

银行贷款的情形。

同时，公司承诺：在本次投资事项发生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

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合伙企业的业务不会与公司发生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如公司后续拟与投资基

金发生关联交易，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相关各方拟签署的协议文件。

特此公告

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9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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