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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17        证券简称：合力泰        公告编号：2022-043 

债券代码：149047        债券简称：20 合力 01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投资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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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22年7月4日，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合力

泰”）与福建省电子信息产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权投资

管理公司”）、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映科技”）、

万石壹号（福州台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万石投

资”）、福州禹诺信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禹诺信投

资”）签订《合伙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公司以自有资金1,000万元，作

为有限合伙人参股投资设立福州市鼓楼区福诺二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福诺二号基金”）。该基金致力于投资先进制造、新材

料等高新科技领域的成熟阶段优质项目以及以相关领域为主要投资方向的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基金规模6,100万元，基金管理人为股权投资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构成

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公司在本次投资前十二个月内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的情形。本次投资事项在公司管理层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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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1）普通合伙人 

1、公司名称：福建省电子信息产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湾商务营运中心4号楼17层08间9单 

元 

3、法定代表人：王佐 

4、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5、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6、成立时间：2015年4月17日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283375398966     

8、经营范围：受托对非证券类股权投资管理及与股权投资有关的咨 

询服务。 

9、股东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认缴比例（%） 

1 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50 95% 

2 福建福日集团有限公司 50 5%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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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1,905.23 567.42 

净利润 773.35 375.39 

总资产 10,036.09 10,299.04 

净资产 9,419.26 9,794.64 

11、关联关系：股权投资管理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

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经查询，股权投资管理公司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 

（2）有限合伙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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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名称：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福州市马尾区儒江西路6号 

3、法定代表人：林俊 

4、注册资本：276,603.2803万元人民币 

5、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6、成立时间：1995年5月25日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1581472218 

8、经营范围：从事计算机、OLED平板显示屏、显示屏材料制造、通信 

设备、光电子器件、电子元件、其他电子设备、模具、电子和电工机械专用

设备、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输配电及控制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

和售后服务等。 

9、股东情况：华映科技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000536），股权结构详见其公开披露信息。 

10、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3月31日 

营业收入 301,372.94 71,845.15 

净利润 -22,375.39 -14,146.11 

总资产 1,149,821.21 1,091,289.15 

净资产 525,429.50 511,531.10 

11、关联关系：华映科技是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控股子 

公司；公司董事李震先生同时担任华映科技董事；公司监事林家迟先生同时

担任华映科技监事。 

经查询，华映科技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 

（3）有限合伙人二 

1、公司名称：万石壹号（福州台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苍霞街道同德路226号同德园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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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南半部二层Q921室 

3、执行事务合伙人：万石（福州）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企业性质：有限合作企业 

5、成立时间：2022年5月9日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3MA8UXF7G5U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私募基 

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等。 

8、合伙人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认缴比例（%） 

1 黄洪敏 800 40% 

2 江骞龙 800 40% 

3 潘榕欣 390 19.5% 

4 万石（福州）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 0.5% 

9、关联关系：无 

经查询，万石投资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 

（4）有限合伙人三 

1、公司名称：福州禹诺信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注册地址：福州市鼓楼区鼓东街道鼓东路189号商贸楼7层38单元 

3、执行事务合伙人：西藏禹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5、成立时间：2022年5月13日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2MA8UY3FB80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创业投资（限投 

资未上市企业） 

8、股东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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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认缴比例（%） 

1 张金花 1000  33.3333%  

2 黄晓玲 980 32.6667% 

3 杨锐 400 13.3333% 

4 王文庆 400 13.3333% 

5 陈咏梅 220 7.3333% 

9、关联关系：无 

经查询，禹诺信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 

三、拟参股基金的基本情况及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伙企业名称： 

福州市鼓楼区福诺二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最终

以工商登记为准） 

（二）基金规模：6,100 万元 

全体合伙人均以货币出资，认缴出资额为 6,100 万元人民币，各合伙 

人认缴出资额及投资比例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别 认缴出资额 投资比例 

1 
福建省电子信息产业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0 16.39% 

2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 16.39% 

4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 16.39% 

5 
万石壹号（福州台江）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600 26.24% 

7 
福州禹诺信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500 24.59% 

合计 6,100 100% 

（三）合伙企业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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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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经营项目） 

（四）合伙期限 

合伙期限为 6 年(自工商注册登记完成之日起）。其中，前 3 年为投资

期，后 3 年为退出期，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合伙期限可以延长 1 年。 

（五）投资方向和策略 

合伙企业资产应主要投资于半导体、先进制造、新材料等高新科技领域

的优质项目，以及以相关领域为主要投资方向的市场化运作的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主要以投资于成熟期、成长期项目为主，投资于初创期项目

的比例不超过基金总规模的 20%，超出限制的需经全体投资决策委员会（以

下简称“投决会”）委员通过。合伙企业的投资限制包括：管理人不得从事

使合伙企业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管理人不得以合伙企业名义对外举债，不

得以合伙企业名义或合伙企业资产提供担保、合伙企业不得向管理人进行投

资、管理人不得从事依照本协议及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规定所禁止的其他投

资。 

（六）合伙企业管理模式 

1、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人及有限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外代表企业，负责合伙企业投资、经

营和日常事务管理，并且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有限合伙人不执行有限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人以其 

认缴的出资为限对有限合伙债务承担责任。 

    2、合伙人会议及投资决策机制 

合伙人会议由全体合伙人组成，并由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召集并主持。

召开合伙人会议应由会议召集人于开会前 10 日向合伙人发出书面通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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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采取现场会议、电话会议或通讯表决方式（包括发送电子邮件、传真或邮

寄书面文件的方式），或以上方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由会议召集人确定，

并在会议通知中列明。各合伙人的表决权根据各合伙人的认缴出资比例确

定，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人决议需经代表认缴出资额比例二分之一以

上的合伙人同意且普通合伙人所持全部表决权同意方可通过。 

  合伙企业设置投决会，对合伙企业具体项目的投资拥有最终决策权。投

决会由 6 名委员组成，由合伙人委派，其中普通合伙人委派 2 名投决委员，

合力泰、华映科技、万石投资、禹诺信投资各委派 1 名投决委员，实行一人

一票制；投决会设主任 1 名，由执行事务合伙人从投决会委员中委任。投决

会须取得不低于 5 名委员同意后，合伙企业方可具体进行投资、退出或其他

投决会有权决定的事项。 

投决会有权决定下列事项：审议批准合伙企业投资标的、投资范围、出

资额度、出资时间；审议批准合伙企业已投资标的的退出方式、退出途径、

退出时间及风险项目处置等；合伙人会议认为或本协议约定的其他需要投资

决策委员会做出决议的事项。 

（七）合伙企业管理费用 

投资期内，合伙企业每年按照总实缴出资额的 1%向基金管理人支付管理

费（含增值税），合伙企业应在投资期每个年度内收到各合伙人本年度实缴

出资款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向基金管理人支付本年度管理费（含增值税）（以

前年度如有欠缴金额，应于本次一并支付）；退出期内，合伙企业每年按照

总实缴出资额的 0.5%向基金管理人支付管理费（含增值税）。如全体合伙人

一致同意延长基金存续期，延长期内合伙企业无需支付管理费。 

本基金投资于其他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股权投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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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投资额所对应的各合伙人的实缴出资款无需按上述约定向本基金管理

人支付管理费；本基金管理人在计算基金管理费时，应将前述投资额所对应

的管理费予以扣除。 

（八）收益分配及亏损分担 

1、基金的收益主要包括：投资项目的分红、股利或利息收入、股权投

资项目的转让增值、股权投资项目在资本市场的出售收益、闲置资金理财收

益、存款利息等。 

基金收益不再滚动投资，单个项目一旦退出，则收回资金按本协议约定

分配给全体合伙人。 

基金收益是指合伙企业就投资项目收回的款项扣除投资项目的成本、应

支付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以及合伙企业存续期间产生的所有其他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合伙企业应缴纳的相关税费）后的收益（以下简称“净收益”）。 

2、基金收益分配顺序： 

（1）各合伙人按实缴出资比例收回项目投资本金； 

（2）满足（1）后，基金收益（如有）按各合伙人在项目中累计的投资

本金比例（实缴出资比例）计算存续期间单利年 8%门槛收益并分配至各合伙

人，分配金额=项目投资本金*该合伙人实缴出资比例*门槛收益率 8%*出资期

间天数/365； 

（3）满足（1）和（2）后，如有超额收益，按基金超额收益的 10%向基

金管理人进行分配；剩余部分向全体合伙人按照其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本基金投资于其他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所产生的收益，由各合伙人按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投资本金及投资收

益，不另行计算、分配超额收益。 



 

 9 

3、合伙企业的亏损分担，除合伙人另有约定外，由全体合伙人按照实

缴出资比例分担。 

合伙企业存续期间产生的债务，应先以合伙企业的全部财产进行清偿；

合伙企业全部财产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普通合伙人对外承担无限连带责

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外承担责任。 

（九）争议解决办法 

合伙人履行合伙协议发生争议的，合伙人可以通过协商或者调解解决。

不愿通过协商、调解解决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解决争议。 

（十）退出机制 

当出现合伙协议约定的可以退伙、当然退伙的情形后，该合伙人退伙；

出现合伙协议约定的除名情形后，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被除名合伙人退

伙。合伙人违反《合伙企业法》的规定或合伙协议的约定退伙的，应当赔偿

由此给合伙企业造成的损失。 

（十一）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全体合伙人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各方参考市场同类交易，充分讨论、协商后确定相关协议条款，包括确 

定管理费等。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参股福诺二号基金有利于通过专业第三方获取更专业的价值

判断、更可靠的行业信息以及业务资源的导入，实现新型业务培育；与此同

时，依托于基金专业投资，通过资本市场运作和股权转让实现投资收益，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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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良好的投资回报。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参与设立福诺二号基金，不会影响公司正常

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会导致同业竞争；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对当期财务及

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情形。 

福诺二号基金设立尚需获得行政管理部门的许可并履行私募基金备案

程序，基金在运营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环境、经营管理、投资标的等多种因

素影响，投资进展及项目完成情况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可能存在因投资亏损

或失败等情况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标的基金在经营运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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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控股股东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及其下属企

业合计累计已发生各类关联交易金额为 17.69 亿元。 

七、备查文件 

1、《合伙协议》 

2、《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七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