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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子公司参与认购基金份额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11月

1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子公

司参与认购基金份额暨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子公司山东黎鸣

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捌仟万元参与认购上海金浦二期智

能科技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份额暨对外投资事项。

现将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优化投资结构，提升公司资金投资收益水平和资本运作能力， 

推进公司的发展，公司子公司山东黎鸣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拟使用自有

资金出资捌仟万元参与认购上海金浦二期智能科技私募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份额。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

投资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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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 

1.上海颉炘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2021 年 08月 18 日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云汉路 979号 2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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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金浦智能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

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市场营销策划；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财务咨询；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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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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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上海颉彤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2021年 07月 05日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 668号 1幢 5层 A区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颉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

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组织文化

艺术交流活动；财务咨询；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广告设计、

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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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有限合伙人 

1.上海浦炘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2021 年 02 月 04日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上海市崇明区长江农场长江大街 161 号(上海长江经济

园区) 

执行事务合伙人：宋军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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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市场营销



策划，企业形象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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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兰溪金鸿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2021年 07月 06日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浙江省金华市兰溪市上华街道行知村 10栋 304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致惠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财务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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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兰溪鑫茂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2021年 07月 13日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浙江省金华市兰溪市上华街道行知村 10栋 401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邵怡然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财务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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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兰溪金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2021年 05月 24日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浙江省金华市兰溪市上华街道行知村 10栋 302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添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财务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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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共青城智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https://www.qcc.com/firm/2016dede64713b4fe77ca1e4655f2c05.html
https://www.qcc.com/pl/pr7935c31e7f98c0b353f1358e654e96.html


成立时间：2021年 08月 18日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基金小镇内  

执行事务合伙人:龚翔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实业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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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

项目）。 

6、浙江双狮建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3年 07月 31日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浙江省兰溪市新型建材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范承喜 

经营范围:水泥及水泥熟料的生产；复膜编织袋的生产及销售，

货物进出口业务(法律禁止的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方

可经营）。 

7、芮志明 

身份证号：3101**********361X 

住所 ：上海市杨浦区**** 

8、龚建松 

身份证号：3306**********703X 

住所：浙江省嵊州市**** 

9、张浩瀚 

身份证号 3101**********5058 

上海市静安区**** 

10、张奕彬 

身份证号 4405**********1610 

https://www.qcc.com/pl/pre908a5b8e6f3761533def0317ac50d.html
https://www.qcc.com/pl/pfe58675457d3ce555a3580e660f5a58.html


住所：广东省汕头市**** 

11、王善良 

身份证号 3307**********3177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 

12、谢鸿皓 

身份证号：3310**********6937 

住所：浙江省临海市**** 

13、王平 

身份证号 3207**********5729 

住所：江苏省张家港市 

（三）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前述合作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各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三、投资基金的基本情况 

1.基金名称：上海金浦二期智能科技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基金规模：10.2亿人民币 

3.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4.出资方式：以人民币现金出资。单个合伙人的认缴出资门槛是

5000万元，首期实缴为认缴出资的一半。 

5.出资进度：截至 2021 年 11 月，基金认缴金额 10.2 亿元，各

合伙人按认缴出资金额分期缴纳出资，后续出资金额及出资时间由管

理人根据项目进度确定。 

6.存续期限：7 年，其中投资期为 4 年，管理与退出期为 3 年，

可延期两次，每次一年。 

7.退出机制：以股权、可转换债等方式投资；或推动产业链的整



合和协作，以专业化投资和增值服务创造价值；或通过并购、独立上

市、管理层收购等方式退出。 

8.经营范围：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

活动。 

9. 投资方向：半导体与电子元器件、新材料、智能网联新能源

汽车产业链、新能源、工业自动化等项目为主，组合投资偏好技术创

新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强的团队。 

10. 上海金浦二期智能科技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1. 认缴出资情况：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别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上海颉炘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 1,000 0.9803 

上海颉彤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0 0.0980 

上海浦炘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900 0.8823 

兰溪金鸿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000 9.8039 

兰溪鑫茂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000 9.8039 

兰溪金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25,000 24.5098 

共青城智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5,000 4.9020 

浙江双狮建材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 4.9020 

芮志明 有限合伙人 10,000 9.8039 

龚建松 有限合伙人 5,000 4.9020 

张浩瀚 有限合伙人 5,000 4.9020 

张奕彬 有限合伙人 5,000 4.9020 

王善良 有限合伙人 10,000 9.8039 

谢鸿皓 有限合伙人 5,000 4.9020 

王平 有限合伙人 5,000 4.9020 

总计  10,2000 100 

四、投资基金的管理模式  

1.管理和决策机制 

本合伙企业的合伙事务由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对外代表本合伙

企业。合伙人全体一致同意，本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之一上海颉炘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接受并根据本合伙企业全体合伙人

的授权，担任本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履行本合伙企业的执行

事务合伙人法定职责并办理相关事务。 

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当以符合善意原则和公平交易原则的方式履

行其在本协议项下对本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人的职责并行使其在本

协议项下的权利，并且应当对本合伙企业的业务和经营投入必要时间

以确保对本合伙企业的妥善管理。执行事务合伙人享有对本合伙企业、

投资项目及其退出、及其它活动的管理与经营权以及制定相关决策的

权力。 

全体合伙人兹此一致同意，除本协议中明确约定由有限合伙人代

表委员会或有限合伙人决议之事项外，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根据善意

原则和商业判断作出决定。 

合伙企业投资业务相关决策职权由管理人予以行使，基金管理人

的基本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上海金浦智能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7年 03月 15日 

注册地：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环湖西二路 888号 C楼 

法定代表人：吕厚军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实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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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人登记：已于 2017年 7月 27日完成登记，编号:P1063908。 

2.收益分配机制 

来源于某一投资项目所得的可分配收入在所有参与该投资项目的

合伙人间按照以下顺序进行分配： 

(1) 返还合伙人之投资本金：按各合伙人实缴资本比例 100%返还



截止到分配时点合伙人的实缴资本，直至各合伙人均收回其实缴资本； 

(2)支付有限合伙人优先回报：在返还截止到分配时点合伙人的累

计实缴资本之后，100%向各有限合伙人进行分配，直至各有限合伙人

之实缴资本实现 8%/年(单利)的优先回报率； 

(3)弥补回报：如在向有限合伙人支付优先回报后仍有余额，则应

将该余额 100%向普通合伙人进行分配，直至合计达到（优先回报÷80%

×20%）的金额； 

(4)以上分配之后的余额按照各合伙人实缴出资比例分配； 

(5) 80/20分配：根据上款（4）分配之后归属于有限合伙人（管

理团队设立的强制跟投主体除外）所得部分，再进行 80/20分配，即

80%归于有限合伙人，20%归于普通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根据以上第（3）、(5)项所得金额称为“绩效分成”。 

普通合伙人获得的绩效分成在上海颉炘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与上海颉彤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间按 55%：45%的比例

分配。 

3.公司对基金拟投资标的无一票否决权。公司可享有基金观察员

席位。 

五、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公司的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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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基金份额认购，未在投资基金中任职。 

六、本次投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存在的风险 

1.投资目的 

该基金主要投资方向包括：物联网时代的智能科技投资：半导体

与电子元器件、新材料、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新能源、工业

自动化等；以成长期与中后期项目为主，组合投资；偏好技术创新能

力和资源整合能力强的团队。本次投资有利于公司借助专业投资机构

的专业团队、项目资源和平台优势，整合利用各方优势资源，把握战



略性投资先机，拓展公司投资渠道，获取投资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

核心竞争力。 

2.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认购投资基金份额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对外投

资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符合公司持续发展及

稳定增长的需求，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3.存在的风险 

截至目前，该基金已完成工商登记。本次投资无保本及最低收益

承诺，在投资过程中受宏观经济、监管政策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可

能面临投资失败及基金亏损的风险。公司会不断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

防范，及时了解基金管理人的运作情况，关注投资项目实施过程，督

促基金管理人防范各方面的投资风险。对基金产品的运行情况进行持

续跟踪、分析，及时了解产品投资方向及运营情况，加强监督，并提

前做好资金管理安排，确保投资资金的安全性和收益性。 

七、其他事项 

1.本次公司参与认购基金份额事项不存在导致同业竞争或关联

交易的情形。 

2.本次对外投资认购基金份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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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1年 11月 1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子公司参与认购基金份额暨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

子公司山东黎鸣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本次参与认购基金份额暨对外投

资事项。 

2.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子公司山东黎鸣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使用自有

资金购买上海金浦二期智能科技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份额，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投资收益，并

有利于推进公司的发展。该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

司章程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不会导致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

意公司子公司山东黎鸣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捌仟万元参与认购上海金浦二期智能科技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基金份额暨对外投资事项。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1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