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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截至目前出资结构及控制情况截至报告书出具日，欧擎北能的合伙人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实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1

上海欧擎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190.00 1.00 普通合伙人

2 徐江 1,550.00 8.16 有限合伙人

3 郝俊宇 1,000.00 5.26 有限合伙人

4 何明 1,000.00 5.26 有限合伙人

5 刘建柱 900.00 4.74 有限合伙人

6 白伟 800.00 4.21 有限合伙人

7 杨海波 800.00 4.21 有限合伙人

8 袁有 700.00 3.68 有限合伙人

9 王军 660.00 3.47 有限合伙人

10 陈炯 600.00 3.16 有限合伙人

11 陈鹏 600.00 3.16 有限合伙人

12 陈学民 600.00 3.16 有限合伙人

13 陈义良 600.00 3.16 有限合伙人

14 陈永昌 600.00 3.16 有限合伙人

15 杜万军 600.00 3.16 有限合伙人

16 郝放 600.00 3.16 有限合伙人

17 黄利军 600.00 3.16 有限合伙人

18 江崇光 600.00 3.16 有限合伙人

19 蒋菊兰 600.00 3.16 有限合伙人

20 李平京 600.00 3.16 有限合伙人

21 马振峰 600.00 3.16 有限合伙人

22 穆广军 600.00 3.16 有限合伙人

23 欧阳红 600.00 3.16 有限合伙人

24 杨继军 600.00 3.16 有限合伙人

25 张元忠 600.00 3.16 有限合伙人

26 张玮 600.00 3.16 有限合伙人

27 赵曾政 600.00 3.16 有限合伙人

28 郑明春 600.00 3.16 有限合伙人

合计 19,000.00 100.00 -

欧擎北能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上海欧擎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为张毅，欧擎北能的产权控制关系

如下：

欧擎北能共有1名普通合伙人及27名有限合伙人， 其普通合伙人上海欧擎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及上海欧擎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朱阳基本情况请见本节“二、交易对方情况” 之“（一）、5、欧擎北

源” 。

欧擎北能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为张毅。 张毅， 男，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身份证号码：

34010419711007****，住所为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

（4）主要业务发展状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欧擎北能的主营业务为股权投资。 欧擎北能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9,005.74 19,005.59

总负债 5.74 5.59

净资产 19,000.00 19,000.00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 -

净利润 - -

注：2014年报表数据未经审计；2013年财务报表由上海创联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计。

（5）主要对外投资

截至2015年5月31日，除太阳能公司外，欧擎北能不存在其他对外投资。

12、中节新能

（1）企业概况

企业名称 苏州中节新能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 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金枫路216号（东创科技园B1号楼B311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谌朴守仁投资管理中心（委派代表：卜基田）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认缴出资额 16,880万元

注册号 320500000078342

组织机构代码 58665563-6

税务登记证号码 320500586655636

成立日期 2011年12月06日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能源投资、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提

供投资管理及投资咨询服务。（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

（2）历史沿革

1）2011年12月，设立

2011年11月30日，上海谌朴守仁投资管理中心与余亦民签订《有限合伙协议》，设立苏州中节新能股权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设立时中节新能认缴出资额为1,000万元。

中节新能设立时各合伙人的出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认缴出资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上海谌朴守仁投资管理中心 100.00 10.00 普通合伙人

余亦民 900.00 90.00 有限合伙人

合计 1,000.00 100

2）2012年8月，变更合伙人

2012年7月15日，中节新能全体合伙人签订《变更决定书》并作出表决，同意余亦民（有限合伙人）将其持有的

中节新能900.00万元出资额（占出资总额的90.00%）分别转让给郭益荣400.00万元、周转璋500.00万元（实缴出资

额0万元， 由受让方按合伙协议规定日期前缴付到位）； 郭益荣除受让该400.00万元出资财产份额外， 还另出资

100.00万元入伙中节新能；同意上海谌朴守仁投资管理中心变更认缴300.00万元，实缴300.00万元；同意新增包括

郭益荣和周转璋在内的21位有限合伙人入伙；2012年7月24日，以上转让双方签订《财产份额转让协议》，全体合伙

人签订《入伙协议》。

2012年7月20日，北京恒介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京恒验字（2012）第[0004]号），截至

2012年7月4日，中节新能已收到全体合伙人以货币方式缴纳的出资额合计16,880.00万元。 本次变更完成后，中节

新能额认缴出资额为16,880.00万元，实缴出资额为16,880.00万元。

本次变更完成后，中节新能各合伙人的出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实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1 上海谌朴守仁投资管理中心 300.00 1.78 普通合伙人

2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4,000.00 23.70 有限合伙人

3 周莉 2,900.00 17.18 有限合伙人

4 丘石长 1,800.00 10.66 有限合伙人

5 福建德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 5.92 有限合伙人

6 杜建平 600.00 3.55 有限合伙人

7 杨广文 580.00 3.44 有限合伙人

8 赵谷阳 500.00 2.96 有限合伙人

9 黄新东 500.00 2.96 有限合伙人

10 郭益荣 500.00 2.96 有限合伙人

11 李垣昌 500.00 2.96 有限合伙人

12 冼远程 500.00 2.96 有限合伙人

13 陈理波 500.00 2.96 有限合伙人

14 术岩 500.00 2.96 有限合伙人

15 周转璋 500.00 2.96 有限合伙人

16 杨晓 500.00 2.96 有限合伙人

17 张增社 200.00 1.18 有限合伙人

18 单秉信 200.00 1.18 有限合伙人

19 王水根 200.00 1.18 有限合伙人

20 张国娟 200.00 1.18 有限合伙人

21 张国卿 200.00 1.18 有限合伙人

22 刘洪英 200.00 1.18 有限合伙人

合计 16,880.00 100.00 -

（3）截至目前出资结构及控制情况

截至报告书出具日，中节新能的合伙人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实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1 上海谌朴守仁投资管理中心 300.00 1.78 普通合伙人

2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4,000.00 23.70 有限合伙人

3 周莉 2,900.00 17.18 有限合伙人

4 丘石长 1,800.00 10.66 有限合伙人

5 福建德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 5.92 有限合伙人

6 杜建平 600.00 3.55 有限合伙人

7 杨广文 580.00 3.44 有限合伙人

8 赵谷阳 500.00 2.96 有限合伙人

9 黄新东 500.00 2.96 有限合伙人

10 郭益荣 500.00 2.96 有限合伙人

11 李垣昌 500.00 2.96 有限合伙人

12 冼远程 500.00 2.96 有限合伙人

13 陈理波 500.00 2.96 有限合伙人

14 术岩 500.00 2.96 有限合伙人

15 周转璋 500.00 2.96 有限合伙人

16 杨晓 500.00 2.96 有限合伙人

17 张增社 200.00 1.18 有限合伙人

18 单秉信 200.00 1.18 有限合伙人

19 王水根 200.00 1.18 有限合伙人

20 张国娟 200.00 1.18 有限合伙人

21 张国卿 200.00 1.18 有限合伙人

22 刘洪英 200.00 1.18 有限合伙人

合计 16,880.00 100.00 -

中节新能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上海谌朴守仁投资管理中心，委派代表为卜基田，中节新能的产权控制关系如

下：

注：中节新能有限合伙人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496）为上市公司。

中节新能共有1名普通合伙人及21名有限合伙人， 其普通合伙人海谌朴守仁投资管理中心的基本情况详见本

节“二、交易对方情况” 之“（一）、2、蹈德咏仁” 。

中节新能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为卜基田。 卜基田， 男，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身份证号码

34010419630905****，住所为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4）主要业务发展状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中节新能的主营业务为股权投资。

中节新能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5,859.76 16,197.56

总负债 1.46 1.44

净资产 15,858.29 16,196.12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337.83 -337.75

净利润 -337.83 -337.75

注：2013年、2014年报表数据均已经北京立信恒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5）主要对外投资

截至2015年5月31日，除太阳能公司外，中节新能不存在其他对外投资。

13、中核投资

（1）企业概况

企业名称 中核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8号国润大厦16层

法定代表人 艾轶伦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17,898万元

注册号 110000005147019

组织机构代码 70021673-4

税务登记证号码 110102700216734

成立日期 1999年01月27日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管理咨询；信息咨询；市场调查。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2）历史沿革

1）1999年1月，设立

1998年12月26日，中国核工业中原核电建设公司和北京核新装饰工程公司签订了公司章程，出资设立北京中

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北京中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1,000.00万元。

1999年1月21日，中洲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开业登记验资报告书》（中洲（1999）发字第7001号），截至1999年

1月13日，中国核工业中原核电建设公司和北京核新装饰工程公司共投入资本共计1,000.00万，其中中国核工业中

原核电建设公司投入800.00万元，北京核新装饰工程公司投入200.00万元。

北京中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实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中国核工业中原核电建设公司 800.00 80.00

2 北京核新装饰工程公司 200.00 20.00

合计 1,000.00 100

2）1999年11月，变更股东及注册资本

1999年9月16日，北京中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召开第一届第二次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中国核工业中原核电

站建设公司将其持有的北京中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800.00万元出资额（占出资总额的80.00%）转让给中国核工业

建设集团公司；同意北京核新装饰工程公司将其持有的中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200.00万元出资额（占出资总额的

20.00%）转让给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同意新增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增加200.00万元投资，增资后的出资

额为1,200.00万元。 1999年11月25日，以上股权转让各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1999年9月29日，北京中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召开第二届第一次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注册资本由1,000.00

万元增至1,500.00万元；同意转股增资后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出资额为1,200.00万元，中核房地产开发公司出

资额为300.00万。

1999年11月23日，北京瑞文成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变更验资报告书》（京瑞联验字[99]第2024号），北京

中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1,500.00万元。

本次变更完成后，北京中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实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 1,200 80

2 中核房地产开发公司 300 20

合计 1,500 100

3）2000年11月，变更股东

2000年7月18日，北京中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召开第二届第二次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中核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将其持有的北京中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300.00万元出资额（占出资总额的20.00%）转让给中国核工业中原核

电建设公司。 2000年7月25日，双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本次变更完成后，北京中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实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 1,200 80

2 中国核工业中原核电建设公司 300 20

合计 1,500 100

4）2002年8月，增加注册资本

2002年7月10日，北京中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召开第三届第三次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将名称变更为“北京

中核投资有限公司” ；同意将注册资本金由1,500万元增至5,000万元，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出资额由原来的

1,200万元增至4,000万元，中国核工业中原建设公司（即原“中国核工业中原核电建设公司” ，2001年8月27日更

名）出资额由原来的300万元增至1,000万元。

2002年8月16日， 北京燕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变更登记验资报告书》（京燕验字 （2002）第

0075号），北京中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5,000.00万元，实收资本为5,000.00万元。

本次变更完成后，北京中核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实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 4,000 80

2 中国核工业中原建设公司 1,000 20

合计 5,000 100

5）2004年5月，更名

2004年5月26日，北京中核投资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将名称变更为“中核投资有限公司” 。

6）2005年12月，变更股东及增加注册资本

2005年10月21日，中核投资召开2005年第四次股东会并作出第一号决议，同意接受中国核工业第二三建设公

司为中核投资有限公司新股东，公司注册资本由5,000.00万元增加至14,545.00万元，新增的9,545.00万元出资额，

由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以中核投资截至2005年7月31日的未分配利润转增出资2,516.00万元， 中国核工业中

原建设公司以中核投资截至2005年7月31日的未分配利润转增出资629.00万元， 中国核工业第二三建设公司以货

币认购6,400.00万元。

2005年12月1日，北京心田祥会计师事务所于出具《验资报告》（京心田祥验字[2005]第12-01号），中核投资

截至2005年7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会计科目“未分配利润” 账户余额为3,282.01万元，已由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以“大信京审字（2005）第0349号” 专项审计报告确认，已收到中国核工业第二三建设公司以货币资金投入的

6,400.00万元，中核投资有限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为14,545.00万元。本次变更完成后，中核投资的股权

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实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 6,516 44.80

2 中国核工业第二三建设公司 6,400 44.00

3 中国核工业中原建设公司 1,629 11.20

合计 14,545 100

7）2010年3月，变更股东

2009年5月18日，中核投资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中国核工业第二三建设公司将其所持有的中核投资有

限公司6,400.00万元出资额（占出资总额的44.00%）转让给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同意中国核工业中原建设

公司将其持有的中核投资有限公司1,629.00万元出资额（占出资总额的11.20%） 转让给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

司。

2009年6月18日，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与中国核工业中原建设公司签署《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同日，中

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与中国核工业第二三建设公司签署《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

本次变更完成后，中核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实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 14,545 100

合计 14,545 100

8）2013年9月，增加注册资本

2013年9月11日， 中核投资作出投资公司决议， 同意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对中核投资增加注册资本3,

353.00万元，增资后中核投资将注册资本由14,545.00万元增加到17,898.00万元。

2013年11月11日，北京正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验资报告》（（2013）正义验字第1-006号），截

至2013年11月8日， 中核投资已收到股东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以货币缴纳的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 合计3,

353.00万元。 本次变更后，中核投资的累计注册资本为17,898.00万元，实收资本17,898.00万元。

本次增资后，中核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实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 17.898 100

合计 17,898 100

（3）截至目前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截至报告书出具日，中核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实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 17,898 100

合计 17,898 100

中核投资的控股股东为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实际控制人

为国务院国资委。 中核投资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4）主要业务发展状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中核投资的主营业务为先进装备制造业、建筑材料、环保工程、清洁能源、矿产资源和房地产项目的投资、运

营、管理。

中核投资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总资产 380,228.70 216,851.79

总负债 269,590.00 122,868.13

净资产 110,638.70 93,983.66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 60,950.00 16,437.46

利润总额 -4,827.80 236.80

净利润 -5,729.50 -84.93

注：2014年财务报表未经审计；2013年财务报表已经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5）主要对外投资

截至2015年3月1日，除太阳能公司外，中核投资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控股或参股公

司名称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

主营业务 参股/控股

一、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

中核新能源投

资有限公司

31,006.00 50.00

城市环保水务投资及运营

业务、核电配套水处理业

务、新能源新材料领域的

投资业务等

控股

二、农、林、牧、渔业

2

海南中核汇锦

高新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

5,000.00 65.80

农产品的开发、加工、销

售、农作物种植

控股

三、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3

三门核电有限

公司

733,950.00 5.00

根据国家审批，开发、建

设、运营浙江三门核电站

参股

4

中核辽宁核电

有限公司

116,000.00 4.00

根据国家审批，开发、建

设、运营辽宁徐大堡核电

站

参股

四、制造业

5

山东核电设备

制造有限公司

22,000.00 3.64

核电站钢制安全壳设计和

制造

参股

五、金融业

6

苏州博信成长

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62,000.00 16.00 金融信托与管理服务 参股

7

中核投资（香

港）有限公司

1.00(港币) 100.00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管理

咨询、信息咨询、市场调

查、进出口贸易

控股

8

深圳市华晟达

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30,000.00 3.63

投资、资产管理，信息咨

询，兴办实业，在合法取得

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进行

房地产开发经营

参股

六、采矿业

9

北京勘察技术

工程有限公司

1,470.00 34.80 资源勘查，地矿建设 控股

10

新疆中核泰盛

矿业开发有限

公司

12,500.00 25.00

煤矿勘探、煤炭产品开发、

矿业技术咨询、矿产品和

矿山机械进出口和国内批

发业务

参股

11

优派（新疆）能

源矿业有限公

司

3,000.00 10.00

在所属勘探区域进行勘

探，矿山开发建设以及煤

炭，焦炭和相关煤化工产

品的生产，经营和销售

参股

12

中国有色矿业

有限公司

500,000.00

(港币)

2.53 铜矿采选 参股

13

包头稀土交易

所有限公司

13,000.00 7.69

稀土及稀土制品交易服

务；稀土及稀土产品的技

术开发、转让、咨询等

参股

七、房地产业

14

三亚中核科技

城开发有限公

司

10,000.00 5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控股

15

深圳天核金润

置业管理有限

公司

400.00 100.00 物业管理 控股

16

中核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7,000.00 49.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参股

14、西证阳光

（1）企业概况

企业名称 重庆西证阳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重庆市渝北龙兴镇迎龙大道19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西证重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彭笑）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认缴出资额 32,000万元

注册号 500905200309322

组织机构代码 08911773-0

税务登记证号码 500910089117730

成立日期 2014年1月8日

经营范围

从事股权投资业务（不得从事银行、证券、保险等需要取得许可或审

批的金融业务）。（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从事经营；法律、法规限制

的，取得相关许可或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

（2）历史沿革

1）2014年1月，设立

2013年12月，西证重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西证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签订《有限合伙协议》，设立重庆

西证阳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设立时西证阳光全体合伙人的认缴出资额为10,000.00万元。 2013

年12月31日，重庆市金融工作办公室出具《关于同意西证重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发起设立股权投资企

业的函》（渝金函[2013]212号），同意西证重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西证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等2名出资人

认缴出资10,000.00万元拟发起设立合伙企业。

设立时，西证阳光各合伙人的出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1

西证重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200.00 2.00 普通合伙人

2 西证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9,800.00 98.00 有限合伙人

合计 10,000.00 100 -

2）2014年1月，变更合伙人及增加出资额

2014年1月24日，西证阳光全体合伙人签订《变更决定书》，同意刘治芳等12名自然人作为新有限合伙人入伙；

同意西证阳光全体合伙人的认缴出资额增加至32,000.00万元。 同日，新合伙人签订《入伙协议》。 2014年4月9日，

重庆市金融办公室出具《关于同意重庆西证阳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出资额等变更的函》（渝

金函[2014]65号），对西证阳光认缴出资额由原来的10,000.00万元增加到32,000.00万元无异议。

本次变更完成后，西证阳光各合伙人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1

西证重庆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200 100 0.63 普通合伙人

2 西证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5,600 7,800 48.75 有限合伙人

3 司马政林 2,600 1,300 8.13 有限合伙人

4 余清红 2,000 1,000 6.25 有限合伙人

5 王怡 2,000 1,000 6.25 有限合伙人

6 张瑞花 1,600 800 5.00 有限合伙人

7 刘治芳 1,000 500 3.13 有限合伙人

8 夏明 1,000 500 3.13 有限合伙人

9 黄中强 1,000 500 3.13 有限合伙人

10 季君 1,000 500 3.13 有限合伙人

11 刘华 1,000 500 3.13 有限合伙人

12 郭连枝 1,000 500 3.13 有限合伙人

13 熊模昌 1,000 500 3.13 有限合伙人

14 王昭阳 1,000 500 3.13 有限合伙人

合计 32,000 16,000 100 -

（3）截至目前出资结构及控制情况

截至报告书出具日，西证阳光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1

西证重庆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200 100 0.63 普通合伙人

2 西证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5,600 7,800 48.75 有限合伙人

3 司马政林 2,600 1,300 8.13 有限合伙人

4 余清红 2,000 1,000 6.25 有限合伙人

5 王怡 2,000 1,000 6.25 有限合伙人

6 张瑞花 1,600 800 5.00 有限合伙人

7 刘治芳 1,000 500 3.13 有限合伙人

8 夏明 1,000 500 3.13 有限合伙人

9 黄中强 1,000 500 3.13 有限合伙人

10 季君 1,000 500 3.13 有限合伙人

11 刘华 1,000 500 3.13 有限合伙人

12 郭连枝 1,000 500 3.13 有限合伙人

13 熊模昌 1,000 500 3.13 有限合伙人

14 王昭阳 1,000 500 3.13 有限合伙人

合计 32,000 16,000 100.00 -

西证阳光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西证重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西证阳光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西证阳光共有1名普通合伙人及13名有限合伙人， 其普通合伙人西证重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具体

情况见“（6）西证重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西证重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西南证券，西南证券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余维佳

住所 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8号

注册资本 282,255.46万元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成立日期 1990年6月7日

营业期限 自1990年6月7日至永久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

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代销金融

产品，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按许可证核定期限从事经营）

股权结构 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持股33.29%

（4）主要业务发展状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西证阳光的主营业务为股权投资。

西证阳光设立于2014年1月，其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5,669.23

总负债 0.06

净资产 15,669.17

项目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

利润总额 -330.83

净利润 -330.83

注：2014年报表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审计。

（5）主要对外投资

截至2015年5月31日，除太阳能公司外，西证阳光不存在其他对外投资。

（6）西证重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企业名称 西证重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8号2-1三楼

法定代表人 余维佳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注册号 500105000200642

组织机构代码 07365424-0

税务登记证号码 500105073654240

成立日期 2013年7月18日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管理、股权投资咨询、发起设立股权投资企业（以上经营范

围不得从事银行、 证券、 保险等需要取得许可或审批的金融业务）。

[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取得

许可后方可从事经营的，未取得许可前不得经营]

2）历史沿革

2013年7月11日，西证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出资设立西证重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00

万元。

2013年7月12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3]8-15号），截至2013年

11月27日止，西证重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收到西证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

1,000.00万元。

西证重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西证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000 100

合计 1,000 100

3）主要业务发展状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西证重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为股权投资，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340.67 1,003.99

总负债 54.88 1.00

净资产 1,285.78 1,002.99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 762.80 -

利润总额 376.35 3.99

净利润 282.79 3.00

注：2013年、2014年报表数据均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审计。

4）主要对外投资

截至2015年5月31日，除西证阳光外，西证重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单位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

所属行业 主营业务 参股/控股

1

重庆西证价值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41,600 0.24 金融

从事股权投

资业务

参股

15、招商局银科

（1）企业概况

企业名称 成都招商局银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480号拉德方斯西楼402号

法定代表人 杨百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45,390万元

注册号 510109000158770

组织机构代码 56716902-6

税务登记证号码 510198567169026

成立日期 2010年12月31日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

（2）历史沿革

1）2010年12月，设立

2010年12月24日，深圳市招商局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成都银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鹏跃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深圳市华赢创投资企业（普通合伙）签订《成都招商局银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章程》并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

设立成都招商局银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设立时招商局银科注册资本为51,000.00万元。

2010年12月31日，四川德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验资报告》（川德验（2010）字第068号），验证

截至2010年12月30日，招商局银科已收到全体股东以货币形式首次缴纳的实收资本合计20,400.00万元，占注册资

本的40.00%。

招商局银科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认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深圳市招商局科技投资有限

公司

25,000.00 10,000.00 49.02

2 成都银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5,000.00 6,000.00 29.41

3

深圳市鹏跃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10,000.00 4,000.00 19.61

4

深圳市华赢创投资企业（普通

合伙）

1,000.00 400.00 1.96

合计 51,000.00 20,400.00 100.00

2）2011年12月，增加实缴出资额

2011年12月8日，招商局银科股东会通过第三次会议决议，同意修订章程中的出资缴付时间，在2012年2月15

日前拨付注册资本的30.00%，即15,300.00万元。

2012年2月20日,四川德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验资报告》（川德验（2012）字第009号），验证

截至2012年2月13日，招商局银科已收到全体股东以货币形式第2期缴纳的实收资本合计15,300.00万元，占注册资

本的30.00%。 截至2012年2月13日，全体股东累计实缴注册资本35,700.00万元,占已登记注册资本总额70.00%。

本次变更完成后，招商局银科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认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深圳市招商局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25,000.00 17,500.00 49.02

2 成都银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5,000.00 10,500.00 29.41

3 深圳市鹏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0 7,000.00 19.61

4

深圳市华赢创投资企业（普通合

伙）

1,000.00 700.00 1.96

合计 51,000.00 35,700.00 100.00

3）2012年9月，增加实缴出资额

2012年9月12日，招商局银科股东会作出确定第三期资本金交付时间的决议，同意在2012年9月30日前拨付注

册资本的剩余30.00%，即15,300.00万元。

2012年10月8日，四川德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验资报告》（川德验（2012）字第064号），验证

截至2012年9月27日，招商局银科已收到全体股东以货币形式第3期缴纳的实收资本合计15,300.00万元，占注册资

本的30.00%。 截至2012年9月27日，股东累计实缴注册资本51,000.00万元，占已登记注册资本总额100.00%。

本次变更完成后，招商局银科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认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深圳市招商局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25,000.00 25,000.00 49.02

2 成都银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5,000.00 15,000.00 29.41

3 深圳市鹏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0 10,000.00 19.61

4 深圳市华赢创投资企业（普通合伙） 1,000.00 1,000.00 1.96

合计 51,000.00 51,000.00 100.00

4）2013年9月，股权转让

2013年9月6日，招商局银科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深圳市鹏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招商局银科10,000

万元出资额（占出资总额的19.6078%）转让给深圳市维港零伍投资有限公司，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同日，上

述股权转让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

本次变更完成后，招商局银科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实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深圳市招商局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25,000.00 49.02

2 成都银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5,000.00 29.41

3 深圳市维港零伍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 19.61

4 深圳市华赢创投资企业（普通合伙） 1,000.00 1.96

合计 51,000.00 100.00

5）2014年12月，减少注册资本

2014年12月31日，招商局银科召开股东会，一致同意公司于2014年度按实缴的出资比例进行第一次减资，减资

金额为人民币5,610万元；并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正案。 此次减资后，招商局银科注册资本由51,000万元减少为45,

390万元。

本次变更完成后，招商局银科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实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深圳市招商局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22,250.00 49.02

2 成都银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3,350.00 29.41

3 深圳市维港零伍投资有限公司 8,900.00 19.61

4 深圳市华赢创投资企业（普通合伙） 890.00 1.96

合计 45,390.00 100.00

（3）截至目前出资结构及控制情况

截至报告书出具日，招商局银科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实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深圳市招商局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22,250.00 49.02

2 成都银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3,350.00 29.41

3 深圳市维港零伍投资有限公司 8,900.00 19.61

4 深圳市华赢创投资企业（普通合伙） 890.00 1.96

合计 45,390.00 100.00

招商局银科的股权分散，无控股股东，其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招商局银科的第一大股东为深圳市招商局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深圳市招商局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百千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南海大道1077号北科创业大厦503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1995年12月20日

营业期限 自1995年12月20日至2020年12月20日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投资兴办各类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各类经济信息咨询；房屋

租赁

股权结构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持股100%；

（4）主要业务发展状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招商局的主营业务为创业投资。

招商局银科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总资产 43,436.07 49,192.66

总负债 155.00 150.00

净资产 43,281.07 49,042.66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151.59 -419.06

净利润 -151.59 -419.06

注：2014年财务报表未经审计；2013年财务报表已经深圳普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5）主要对外投资

截至2015年5月31日，除太阳能公司外，招商局银科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控股或参股公司名

称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

主营业务 参股/控股

一、批发和零售业

1

西藏和藤医药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4,325.00 12.19

藏药、藏药保健品的生

产与销售

参股

2

厦门绿帝生态股份

有限公司（原厦门

嘉祺生物食品有

限公司）

4,832.20 6.33

农副产品（干果品）、

水产干品、食品加工及

自营销售

参股

二、制造业

3

山东明佳包装检测

科技有限公司

1,294.12 12.12

机器视觉检测、包装检

测

参股

4

湖南星邦重工有限

公司

2,200.00 9.09 高空作业机制造 参股

5

成都嘉洲新型防水

材料有限公司

7,000.00 3.53 防水材料 参股

三、建筑业

6

武汉农尚环境股份

有限公司

6,983.05 4.72

园林景观设计及工程

施工

参股

四、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7

深圳市易聆科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3,475.86 14.50 信息安全技术服务 参股

五、金融业

8

成都市泓创创富投

资企业（有限合

伙）

3,000.30 46.67 项目投资、资产管理 参股

9

珠海招商银科股权

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22,215.00 22.51 项目投资 参股

10

深圳市迪博企业风

险管理技术有限公

司

3,000.00 5.71

内控及风险管理方案

技术服务

参股

六、采矿业

11

湖南省中杰科技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17,800.00 3.21 镍钼矿开采销售 参股

七、农、林、牧、渔业

12

湖北久顺畜禽实业

有限公司

11,562.50 5.41 鸭饲养、销售 参股

八、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3

深圳市聚橙网络有

限公司

502.79 6.36

演出经纪及演出票务

电子商务

参股

16、合众建能

（1）企业概况

企业名称 北京合众建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27号408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合众优创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李金鑫）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认缴出资额 5,486.89万元

注册号 110108014744760

组织机构代码 59232351-5

税务登记证号码 110108592323515

成立日期 2012年03月21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经济贸易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2）历史沿革

1）2012年3月，设立

2012年3月21日，北京合众优创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北京三策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合伙协议》，北京合

众建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设立时合众建能的认缴出资额为1,000万元。

合众建能设立时各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实缴出资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1 北京合众优创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0 1% 普通合伙人

2 北京三策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990 99% 有限合伙人

合计 1,000 100%

2）2012年6月，变更合伙人及增加出资额

2012年6月1日，合众建能全体合伙人签订《变更决定书》，同意合众建能新增普通合伙人北京合众聚银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为本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原普通合伙人北京合众优创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不再担任

本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同意合众建能的认缴出资及实缴出资由1,000.00万元变更为29,420.00万元；同意有

限合伙人北京三策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因自身原因退伙；同意21位自然人及上海远东城建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等新有

限合伙人入伙。

本次变更完成后，合众建能各合伙人的出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实缴出资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1

北京合众聚银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415 1.41 普通合伙人

2

北京合众优创投资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105 0.36 普通合伙人

3 吴英平 6,000 20.39 有限合伙人

4 周晓峰 2,000 6.80 有限合伙人

5 王嘉荣 1,700 3.40 有限合伙人

6 许健 1,200 5.78 有限合伙人

7 印保兴 1,000 3.40 有限合伙人

8 朱冬民 1,000 3.40 有限合伙人

9 周根元 1,000 3.40 有限合伙人

10 蒋国明 1,000 3.40 有限合伙人

11 潘妹华 1,000 3.40 有限合伙人

12 于秀清 1,000 3.40 有限合伙人

13 陈震宇 1,000 3.40 有限合伙人

14 杨益华 1,000 3.40 有限合伙人

15 储建平 1,000 3.40 有限合伙人

16 陶明 1,000 3.40 有限合伙人

17 郭强 1,000 3.40 有限合伙人

18 赵莉萍 1,000 3.40 有限合伙人

19 陆忠慈 1,000 3.40 有限合伙人

20 许慧芳 1,000 3.40 有限合伙人

21 任莉娜 1,000 3.40 有限合伙人

22 刘晓荣 1,000 3.40 有限合伙人

23 李淑华 1,000 3.40 有限合伙人

24

上海远东城建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1,000 3.40 有限合伙人

合计 29,420 100

3）2013年12月，变更合伙人及出资额2013年12月16日，合众建能19名合伙人（超过65.00%以上出资额表决

权）出具《变更决定书》，同意普通合伙人北京合众聚银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因自身原因退伙；同意北京合众

优创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为本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 同意本合伙企业认缴出资由29,420.00万元变更为5,

486.89万元，同意上海远东城建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及15名自然人等有限合伙人退伙；同意普通合伙人北京合众优

创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出资额由105.00万变更为36.89万元；同意合伙人李淑华由原出资额1,000.00万元变更

为450.00万元。

本次变更完成后，合众建能各合伙人的出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实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1

北京合众优创投资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36.89 0.67 普通合伙人

2 郭强 1,000.00 18.23 有限合伙人

3 于秀清 1,000.00 18.23 有限合伙人

4 储建平 1,000.00 18.23 有限合伙人

5 许慧芳 1,000.00 18.23 有限合伙人

6 任莉娜 1,000.00 18.23 有限合伙人

7 李淑华 450.00 8.20 有限合伙人

合计 5,486.89 100.00

（3）截至目前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截至报告书出具日，合众建能的合伙人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实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1

北京合众优创投资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36.89 0.67 普通合伙人

2 郭强 1,000.00 18.23 有限合伙人

3 于秀清 1,000.00 18.23 有限合伙人

4 储建平 1,000.00 18.23 有限合伙人

5 许慧芳 1,000.00 18.23 有限合伙人

6 任莉娜 1,000.00 18.23 有限合伙人

7 李淑华 450.00 8.20 有限合伙人

合计 5,486.89 100.00

合众建能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北京合众优创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委派代表为李金鑫，合众建能的产权控

制关系如下：

合众建能共有1名普通合伙人及6名有限合伙人，其普通合伙人北京合众优创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基本情

况如下：

企业名称 北京合众优创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金鑫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27号中关村大厦408A号

注册资本 201.8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2年2月8日

营业期限 自2012年2月8日至2032年2月7日

经营范围

投资咨询；企业管理；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税务咨询；市场调查；经济贸易咨

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策划、设计；公共关系服务；教育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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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合众优创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为北京三策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北京三策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马正修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广源闸5号1幢7层701-162

注册资本 3,168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 2002年9月19日

营业期限 自2002年9月19日至2022年9月18日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计算机

系统服务；应用软件服务；销售电子产品、通讯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机械设备、化妆品、日用品；市场调查；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策划、设

计；公共关系服务（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

北京三策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何谦。 何谦， 男，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身份证号码

11010219730713****，住所为北京市西城区。

合众建能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为李金鑫。 李金鑫， 女，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身份证号码

22060219790826****，住所为吉林省白山市八道江区。

（4）主要业务发展状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合众建能的主营业务为股权投资。

合众建能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总资产 5,180.93 5,359.70

总负债 0.30 123.08

净资产 5,180.63 5,236.62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 - 23,638.52

利润总额 -55.72 -250.26

净利润 -55.72 -250.26

注：2013年、2014年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5）主要对外投资

截至2015年5月31日，除太阳能公司外，合众建能不存在其他对外投资。

17、吴姗

姓名 吴姗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1010519850702****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主要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

产权关系

无

截至2015年5月31日，吴姗不存在对外投资。

18、东方邦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企业名称 东方邦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1号院4号楼9层D

法定代表人 张春平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

注册号 110000013693697

组织机构代码 57124380-7

税务登记证号码 110102571243807

成立日期 2011年3月17日

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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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历史沿革

1）2011年3月，设立

2011年3月16日，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设立北京东方邦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东方邦信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2,0000.00万元。

2011年3月14日，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中审亚太验字（2011）第010254号，截至

2011年3月14日止，北京东方邦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已收到邦信资产管理公司以货币方式缴纳的注册资本（实收

资本）20,000.00万元。

东方邦信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0 100.00

合计 20,000.00 100.00

2）2013年7月，更名

2013年7月16日，北京东方邦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名称变更为“东方邦信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

3）2013年9月，增加实缴出资额

2013年9月16日，东方邦信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50,000万元人民币。

本次增资完成后，东方邦信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实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0,000.00 100.00

合计 50,000.00 100.00

（3）截至目前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截至报告书出具日，东方邦信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实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0,000.00 100.00

合计 50,000.00 100.00

东方邦信的控股股东为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财政部。 东方邦信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4）主要业务发展状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东方邦信的主营业务为创业投资。

东方邦信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89,744.05 66,298.26

总负债 147,619.79 47,359.12

净资产 42,124.26 18,939.13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 242.72 -

利润总额 -6,814.87 -1,046.83

净利润 -6,814.87 -1,046.83

注：2014年报表数据未经审计；2013年报表数据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北京分所审

计。

（5）主要对外投资

截至2015年5月31日， 除太阳能公司及其子公司外， 东方邦信控股或参股的其他一级持股企业的基本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单位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

主营业务

参股

或控

股

一、建筑业

1

中交通力建

设股份有限

公司

22,500.00 4.13

承担交通行业公路（含桥

隧）、交通工程、岩土工程和

环境工程、环保工程的科学

技术研究、勘察、开发、设计、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参股

二、制造业

2

山东德仕石

油工程集团

股份有限公

司

6,740.00 15.56

油破乳剂、表面活性剂的生

产、销售；油水井技术服务

参股

3

陕西国德电

气制造有限

公司

11,000.00 27.27

输变电设备、高低压开关柜、

机电设备、机械设备的加工、

制造

参股

4

山东莱钢泰

达车库有限

公司

2,936.66（美

元）

20.00

智能车库成套设备的开发、

生产、安装、销售、钢结构加

工

参股

5

山东高新润

农化学有限

公司

6,090.91 20.89

菊酸甲脂等农药中间体的

生产

参股

6

湖南湘福新

型建材有限

公司

6,818.26 10.00

石膏制品研制、加工、开发销

售；石膏采掘

参股

7

江苏通领科

技有限公司

12,300.00 36.585%

研发、生产、加工、销售配电

开关控制设备、电力电子元

器件、电机、五金件等

参股

8

安徽大地熊

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6,000.00 7.25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

营项目：磁性材料及应用产

品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

贸易，技术咨询、服务；本企

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

料、机器设备、仪器仪表、零

配件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及技术除外）。

参股

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9

杭州桑尼能

源科技有限

公司

749.35 22.50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新能

源、太阳能系统；批发、零售；

太阳能电池片；货物进出口

参股

10

广东南方新

媒体发展有

限公司

1,538.46 35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具体经

营范围以《广播电视节目制

作经营许可证》为准）;国内

广播节目播出服务;国外广

播节目播出服务;付费广播

节目播出服务;电影和影视

节目制作;电影和影视节目

发行;录音制作;增值电信

服务（业务种类以《增值电

信业务经营许可证》载明内

容为准）;计算机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信息电子技术服

务;企业自有资金投资;广告

业;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

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

据处理和存储服务;集成电

路设计;数字动漫制作;游戏

软件设计制作;地理信息加

工处理。

参股

四、农林畜牧业和食品加工业

11

西藏高原之

宝牦牛乳业

股份有限公

司

13,389.00 11.20

生产乳制品、蛋白饮料、牦牛

肉制品、养殖

参股

12

青海高原之

宝牦牛乳业

有限公司

6,830.00 73.21

进出口业务；牦牛肉制品、奶

制品、乳制品的开发；牦牛及

其他畜禽养殖；科技咨询服

务；牦牛工艺品生产、加工、

销售

控股

13

甘肃高原之

宝牦牛乳业

有限公司

5,900.00 83.05

牦牛高端产品加工生产，牦

牛奶处理，牦牛乳制品科技

研发

控股

14

江西杨氏果

业股份有限

公司

8,888.8889 10

水果及农副土特产品的分

级包装，收购、销售；种植农

副土特产品（不含粮食）；果

业投资。

参股

五、批发与零售业

15

北京居泰隆

科贸有限公

司

1,8933.7282 15.50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计算机技术培训；软件开

发；零售及批发建筑材料、家

具、灯饰、计算机软硬件及外

设、木材、日用百货、家用电

器（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

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家居

装饰、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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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参股

19、王莉亚

姓名 王莉亚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40219781120****

住所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

通讯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主要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

产权关系

江苏省常州市朝阳桥小

学

自2011年8月至今 教师 无

截至2015年5月31日，王莉亚对不存在对外投资。

20、张奕晖

姓名 张奕晖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7011119680428****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

通讯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主要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

产权关系

北京抱朴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2012年至2013年 财务经理 否

南昌西域红业节能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2014年至今 财务负责人 否

截至2015年5月31日，张奕晖不存在对外投资。

21、上海沃璞隆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企业概况

企业名称 上海沃璞隆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 上海市金山区漕泾镇亭卫公路3688号3幢541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新沃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天津）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朱灿）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认缴出资额 100万元

注册号 310116002636231

组织机构代码 59812731-2

税务登记证号码 310228598127312

成立日期 2012年6月12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除金融、证券等国家专项审批项目），投资咨询、商务

信息咨询（除经纪），企业营销策划，市场营销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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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历史沿革

2012年6月12日，新沃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天津）有限公司和周慧超签订《合伙协议》，设立上海沃璞隆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设立时企业认缴出资额为100万元。

沃璞隆设立时各合伙人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实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1

新沃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天津）有限公司

90.00 90.00 普通合伙人

2 周慧超 10.00 10.00 有限合伙人

合计 100.00 100.00 -

（3）截至目前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截至报告书出具日，沃璞隆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实缴出资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1

新沃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天津）有限公司

90.00 90.00 普通合伙人

2 周慧超 10.00 10.00 有限合伙人

合计 100.00 100.00 -

沃璞隆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新沃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天津）有限公司，沃璞隆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沃璞隆投资的普通合伙人为新沃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天津）有限公司，普通合伙人新沃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天

津）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详见本节“二、交易对方情况” 之“（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之“7、沃乾润” 。

沃璞隆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及上海鸿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朱灿。 朱灿，

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21010519700824****，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

（4）主要业务发展状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沃璞隆投资的主营业务为投资、投资管理及投资咨询。

沃璞隆投资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总资产 - -

总负债 - -

净资产 - -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 -

净利润 - -

注：2013年、2014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5、主要对外投资

截至2015年5月31日，沃璞隆不存在对外投资。

22、姚颖彦

姓名 姚颖彦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2240619790202****

住所 武汉市武昌区****

通讯地址 武汉市武昌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主要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

产权关系

上海谌朴守仁投资管理

中心

2012年至今 财务负责人 否

谦德咏仁新能源投资（苏

州）有限公司

2012年至今 财务负责人 否

截至2015年5月31日，姚颖彦不存在对外投资。

23、胡菊仙

姓名 胡菊仙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1010119590226****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主要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

产权关系

退休

截至2015年5月31日，胡菊仙对不存在对外投资。

24、李金鑫

姓名 李金鑫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22060219790826****

住所 吉林省白山市八道江区****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主要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

产权关系

北京展硕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2012年1月1日至今 董事长 是

(上接A2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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