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015年9月，出资额变更

2015年9月，武汉中投全体合伙人同意王道友、李新全、张海冰和黄锦四人退

伙。 本次出资额变更后，认缴出资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别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武汉中投建华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0.00 12.50%

2 武汉富鑫联合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2,900.00 36.25%

3 卞东玲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2.50%

4 李红喜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2.50%

5 程敬东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2.50%

6 赵国庆 有限合伙人 500.00 6.25%

7 彭波 有限合伙人 600.00 7.50%

合计 8,000.00 100.00%

3、股权结构或控制关系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武汉中投的出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别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武汉中投建华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0.00 12.50%

2 武汉富鑫联合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2,900.00 36.25%

3 卞东玲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2.50%

4 李红喜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2.50%

5 程敬东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2.50%

6 赵国庆 有限合伙人 500.00 6.25%

7 彭波 有限合伙人 600.00 7.50%

合计 8,000.00 100.00%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武汉中投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表所示：

武汉中投股东穿透表

企 业 名

称

第一层股东构成及

持股比例

第二层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第三层股东构

成及持股比例

第四层股东构

成及持股比例

武汉中

投华 建

创 业 投

资基 金

合伙 企

业 （有

限 合

伙）

武汉富鑫联合投资

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36.25%

张维维55.1724%

孙向阳17.2414%

王勇17.2414%

俞正宏10.3448%

武汉中投建华创业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5%

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51%

（以下简称“中国风投” ）

见中国风投股

东穿透表

北京大通万银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49%

陈克 90%

河南京创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5%

陈克 53%

张维维 47%

张维维 5%

李红喜12.50%

程敬东12.50%

卞东玲12.50%

彭波7.50%

赵国庆6.25%

中国风投股东穿透表

企 业 名

称

第一层股东构成

及持股比例

第二层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第三层股东构成及

持股比例

第四层股东

构成及持股

比例

中 国 风

险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中国宝安集团控

股 有 限 公 司

49.56%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9%（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票代码000009）

深圳市恒基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1%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100%

宝塔金融控股集

团 有 限 公 司

19.25%

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100%

孙珩超43.7944%

宁夏泰瑞智本投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32.1025%

罗运刚60%

纪静40%

何东翰18.4591%

孙淑兰5.6440%

林芝市共智商贸

有限公司6%

方海鹰 36.60%

万建民 21.27%

胡永平 21.13%

崔健 21.00%

宁波德旗投资有

限公司6%

孙伟龙75%

傅亚萍25%

中华思源工程扶

贫基金会5%

民建中央发起，中共中央统战

部主管、民政部注册的全国公

募基金会

北京林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2.75%

北京林达兴业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94.9%

北京林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51%

北京林达环宇房地

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49%

北京林达投

资集团有限

公司70%

李晓林30%

杭燕珍5.1%

沈阳市蓝光自动

化技术有限公司

2.5%

隋舒杰 40.60%

李实 31.36%

王武 22.12%

罗曙明 1.7%

张家鸣 1.57%

唐立志 1.05%

盘宗仁 0.43%

邓泽建 0.29%

刘晓英 0.29%

唐丹华 0.29%

于殿新 0.10%

闵兆恒 0.10%

谢军 0.10%

青岛海银达创业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2.5%

于德兵 59%

青海联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5%

于德兵90%

陈茂坡10%

陈茂坡 6%

何思模2.5%

中国汇富控股有

限公司1.44%

深圳市华银大通投资有限公

司100%

陈简勋100%

李建钢1.25%

朱新泉0.75%

北京博达智慧网

络系统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0.5%

李艳玲92.72%

林菁兰7.28%

4、主营业务概况武汉中投主营业务为未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

5、投资的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武汉中投投资的下属企业情况如下：

序

号

被投资企业名称

持股比

例

主营业务

1 北京航天华宇科技有限公司 6.25%

航天军工产品及相关非标准生产设备的设

计和研发， 并通过子公司河北诚航从事航

天飞行器结构件和直属件的生产加工、协

助进行部分缩比导弹研制型号装配和试验

测试服务

2 广州蓝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91%

计算机批发；软件开发；数据处理和存储服

务

3 河南东和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99%

废轮胎、废润滑油、废塑料、医疗废弃物裂

解油化、油品蒸馏技术研发及设备制造

4

中航太克（厦门）电力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4.00%

工业级不间断电源（UPS）等电子装置的

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5

武汉新大创新水处理技术有限公

司

3.64% 在线循环水吸垢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6 武汉源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15% 信息系统、软件开发

6、最近两年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总资产 3,468.73 3,528.91

总负债 40.02 0.00

所有者权益 3,428.72 3,528.91

项目 2017年度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100.20 -165.30

净利润 -100.20 -165.30

注：2017年财务数据已经北京惠明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16年财务数据已

经北京鼎中诸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7、执行事务合伙人情况

截至2018年6月30日， 武汉中投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武汉中投建华创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人：王一军），其相关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武汉中投建华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武汉市江岸区江汉路250号武汉船舶国际广场写字楼2层R4、R5、R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209080532X1

法定代表人 王一军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4年1月16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咨询。（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须经审批后或凭有效许可证方

可经营）

（2）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武汉中投建华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主要业务为投资管理咨询。

（3）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总资产 818.07 788.01

总负债 17.48 19.33

所有者权益 800.59 768.68

项目 2017年度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97.09 155.34

利润总额 42.55 18.58

净利润 31.91 13.93

注：2017年财务数据已经北京惠明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16年财务数据已

经北京鼎中诸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4）最近三年注册资本变化情况

武汉中投建华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1月， 成立时注册资本为

1,000万元人民币，此后注册资本未发生变更。

（5）下属企业目录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武汉中嘉兴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5.00% 股权投资及管理咨询

2 武汉中投嘉华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0% 股权投资及管理咨询

3

武汉中投华建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2.50% 股权投资及管理咨询

（六）北京建华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北京建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二街8号6层710-74室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朝阳区工体北路13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590611572T

法定代表人 王一军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2年2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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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未经有

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

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

他企业提供担保；5、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

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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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北京建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系依法设立的私募投资基金， 基金编号为

SD5350，成立时间为2012年2月29日，备案时间为2015年5月8日，主要投资领域

为：以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其基金管理人为北京中投建华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登记编号为P1012623。

2、历史沿革

（1）2012年2月，北京建华成立

北京建华成立于2012年2月，由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等7名机构投资者共同

出资设立，设立时注册资本为25,000万元，均以货币形式出资。 北京建华设立时的

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5,500.00 22.00%

2 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 20.00%

3 北京市工程咨询公司 5,000.00 20.00%

4 江苏京城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 12.00%

5 江苏越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 12.00%

6 新神力伟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000.00 12.00%

7 北京中投建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0.00 2.00%

合计 25,000.00 100.00%

（2）2013年12月，股东名称变更及股权转让

2013年11月，新神力伟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新神力伟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同时，江苏京城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北京建华1,500万元出资

转让给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1,500万元出资转让给宁波德旗投资有限公司；新

神力伟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北京建华1,500万元出资转让给山西

丰汇达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变更完成后，北京建华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7,000.00 28.00%

2 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 20.00%

3 北京市工程咨询公司 5,000.00 20.00%

4 江苏越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 12.00%

5 新神力伟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 6.00%

6 宁波德旗投资有限公司 1,500.00 6.00%

7 山西丰汇达科技有限公司 1,500.00 6.00%

8 北京中投建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0.00 2.00%

合计 25,000.00 100.00%

（3）2014年8月，股权转让

2014年8月，江苏越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的北京建华1,500万元出资

转让给北京拓美投资有限公司；新神力伟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北京

建华1,500万元出资转让给北京拓美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北京建

华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7,000.00 28.00%

2 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 20.00%

3 北京市工程咨询公司 5,000.00 20.00%

4 北京拓美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 12.00%

5 江苏越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500.00 6.00%

6 宁波德旗投资有限公司 1,500.00 6.00%

7 山西丰汇达科技有限公司 1,500.00 6.00%

8 北京中投建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0.00 2.00%

合计 25,000.00 100.00%

（4）2016年4月，减资

2016年1月，北京建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同意将注册资本由25,

000万元减少至21,400万元，本次减资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原出资额 减少出资额 新出资额

1 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7,000.00 1,008.00 5,992.00

2 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 720.00 4,280.00

3 北京市工程咨询公司 5,000.00 720.00 4,280.00

4 北京拓美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 432.00 2,568.00

5 江苏越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500.00 216.00 1,284.00

6 宁波德旗投资有限公司 1,500.00 216.00 1,284.00

7 山西丰汇达科技有限公司 1,500.00 216.00 1,284.00

8 北京中投建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0.00 72.00 428.00

合计 25,000.00 3,600.00 21,400.00

2016年4月，北京建华完成本次减资的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减资完成后，北京

建华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5,992.00 28.00%

2 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280.00 20.00%

3 北京市工程咨询公司 4,280.00 20.00%

4 北京拓美投资有限公司 2,568.00 12.00%

5 江苏越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284.00 6.00%

6 宁波德旗投资有限公司 1,284.00 6.00%

7 山西丰汇达科技有限公司 1,284.00 6.00%

8 北京中投建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28.00 2.00%

合计 21,400.00 100.00%

（5）2017年2月，减资

2016年12月，北京建华召开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同意将注册资本由21,

400万元减少至20,000万元，本次减资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原出资额 减少出资额 新出资额

1 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5,992.00 392.00 5,600.00

2 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280.00 280.00 4,000.00

3 北京市工程咨询公司 4,280.00 280.00 4,000.00

4 北京拓美投资有限公司 2,568.00 168.00 2,400.00

5 江苏越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284.00 84.00 1,200.00

6 宁波德旗投资有限公司 1,284.00 84.00 1,200.00

7 山西丰汇达科技有限公司 1,284.00 84.00 1,200.00

8 北京中投建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28.00 28.00 400.00

合计 21,400.00 1,400.00 20,000.00

2017年2月，北京建华完成本次减资的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减资完成后，认缴

出资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5,600.00 28.00%

2 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000.00 20.00%

3 北京市工程咨询公司 4,000.00 20.00%

4 北京拓美投资有限公司 2,400.00 12.00%

5 江苏越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200.00 6.00%

6 宁波德旗投资有限公司 1,200.00 6.00%

7 山西丰汇达科技有限公司 1,200.00 6.00%

8 北京中投建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00 2.00%

合计 20,000.00 100.00%

3、股权结构或控制关系

截至2018年6月30日，北京建华的出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5,600.00 28.00%

2 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000.00 20.00%

3 北京市工程咨询公司 4,000.00 20.00%

4 北京拓美投资有限公司 2,400.00 12.00%

5 江苏越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200.00 6.00%

6 宁波德旗投资有限公司 1,200.00 6.00%

7 山西丰汇达科技有限公司 1,200.00 6.00%

8 北京中投建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00 2.00%

合计 20,000.00 100.00%

截至2018年6月30日，北京建华的产权控制关系图如下：

北京建华股东穿透表

企业

名称

第一层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第二层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第三层股东构成

及持股比例

北 京

建 华

创 业

投 资

有 限

公司

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28% 见中国风投股东穿透表（同上）

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0%（以下简称“盈富泰克” ）

见盈富泰克股东穿透表

北京市工程咨询公司20%

（全民所有制企业）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100%

北京拓美投资有限公司 12%

（以下简称“北京拓美” ）

见北京拓美股东穿透表

宁波德旗投资有限公司6%

孙伟龙75%

傅亚萍25%

山西丰汇达科技有限公司6%

李海龙50%

尉航50%

江苏越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6%

夏小柳80%

殷钦20%

北京中投建华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2%

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100%

见中国风投股东

穿透表（同上）

盈富泰克股东穿透表

企业名称

第一层股东构成及

持股比例

第二层股东构成及

持股比例

第三层股东构成及持股

比例

第四层股东构

成及持股比例

盈富泰克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海泰投资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24.15%

刘廷儒20.83%

刘维平12.50%

周宁12.5%

刘维锦12.5%

杜慧来8.33%

李旼5.83%

葛亮5.83%

孟春燕4.17%

陶雪翔4.17%

赵威4.17%

戴雪燕4.17%

高利文2.50%

朱珠0.83%

孙一鸣0.83%

李霄雪0.42%

张璐0.42%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9.38%

国务院100%

中国普天信息产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9.38%

中国普天信息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100%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100%

彩虹集团有限公司

9.3846%

中国电子有限公司

100%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100%

国务院100%

广州无线电集团有

限公司9.38%

广州市人民政府国

资委100%

深圳维卓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9.38%

葛文卫60%

吉芳丽40%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

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9.38%� （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票代码000948）

海信集团有限公司

8.31%

青岛市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100%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发展研究院6%

直属于国家工业和

信息化部的一类科

研事业单位

熊猫电子集团有限

公司5.23%

南京中电熊猫信息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72.20%

国务院100%

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23.69%

南京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100%

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4.12%

江苏省人民政

府100%

北京拓美股东穿透表

企业

名称

第一层股东构

成及持股比例

第二层股东构成

及持股比例

第三层股东

构成及持股

比例

第四层股东构

成及持股比例

第五层股东构成及

持股比例

北 京

拓 美

投 资

有 限

公司

北京航丰园科

技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80%

北京五环路新纪

元石材市场有限

责任公司80%

北京拓美物

业管理有限

公司20%

北京航丰园科

技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80%

北京富顿咨询

有限责任公司

20%

北京五环路新纪元

石材市场有限责任

公司 80%

北京拓美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20%

北京航丰园

科技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

80%

同上

北京富顿咨询有

限责任公司20%

同上

北京五环路新

纪元石材市场

有限责任公司

20%

同上

4、主营业务概况

北京建华主营业务为创业投资及咨询服务。

5、投资的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2018年6月30日，北京建华投资的下属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被投资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长春高祥特种管道有限公司 5.1% 特种管道的生产、销售

2 北京博曼迪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0.78%

生产全套燃气、柴油、汽油发动机EMS

系统控制部件

3

天津恒实通工程技术发展有限公

司

8.00%

节能、 环保和安全新材料产品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4 中海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0% 鱼粉、鱼油加工

5 青岛华世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56% 锂电池隔膜设备制造

6 北京煜邦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6.03%

主要从事电能计量、智能用电信息采集

与管理系统研发

7 泉州市功夫动漫设计有限公司 0.86% 动漫设计、制作及动漫信息咨询服务

8 北京航天华宇科技有限公司 3.12%

航天军工产品及相关非标准生产设备

的设计和研发，并通过子公司河北诚航

从事航天飞行器结构件和直属件的生

产加工、协助进行部分缩比导弹研制型

号装配和试验测试服务

9 江阴贝瑞森生化技术有限公司 3.33%

生物化学试剂（不含危险品）、多肽及

蛋白质类医药中间研究、开发、技术服

务和销售；

10 扬州中天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5.94%

专业研发、生产和销售包括电子级6N、

7N高纯砷，5N的高纯氧化铝等产品在

内的高纯材料

11

青岛蓝海万拓防水防腐材料有限

公司

19.20%

防水、防腐、保温材料研发；喷涂机器的

研发；防水材料生产设备的研发

12

青岛中科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1.27%

汽车用锂电池隔膜成套装备、聚乙烯塑

料电池隔膜板的技术研究

13 北京爱尚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73%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文艺会展舞美

服务

14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36% 油墨和胶粘剂生产

15

中科益安医疗科技(北京)股份有限

公司

1.12%

高氮无镍不锈钢药物支架，以及其他手

术用产品

16 江苏嘉和热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6.17%

铝合金管棒型材及其他铝合金制品，汽

车配件加工，制造

6、最近两年财务情况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总资产 21,477.46 21,737.88

总负债 1,163.30 686.68

所有者权益 20,314.16 21,051.20

项目 2017年度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862.80 -141.62

净利润 729.99 -141.62

注：2017年财务数据已经北京惠明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16年财务数据已

经北京鼎中诸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七）辽宁联盟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辽宁联盟中资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沈阳市东陵区创新路155-5号204室

主要办公地点 沈阳市沈河区地王国际大厦708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1120507688511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联盟中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人：王一军）

成立日期 2012年9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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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各项法律法规禁止及应经

审批而未获批准的项目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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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辽宁联盟中资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系依法设立的私募投资基金，基金编

号为SD5595，成立时间为2012年9月3日，备案时间为2015年5月22日，主要投资领

域为： 创业投资。 其基金管理人为北京联盟中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登记编号为

P1013770。

2、历史沿革

（1）2012年9月，辽宁联盟成立

辽宁联盟由北京联盟中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辽宁中兴金属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蓝光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隋舒杰、周

广泉等其他5名投资者于2012年9月共同设立，注册资本为10,100万元，北京联盟

中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执行事务合伙人。

辽宁联盟设立时各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及认缴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别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00 29.70%

2 辽宁中兴金属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00 19.80%

3 沈阳市蓝光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0 9.90%

4 周广泉 有限合伙人 3,000.00 29.70%

5 隋舒杰 有限合伙人 1,000.00 9.90%

6 北京联盟中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00 0.99%

合计 10,100.00 100.00%

（2）2013年4月，出资额变更

2013年4月， 武汉中投全体合伙人同意沈阳市蓝光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增加

出资额至4,000万元。 本次出资额变更后，认缴出资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别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沈阳市蓝光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000.00 30.53%

2 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00 22.90%

3 辽宁中兴金属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00 15.27%

4 周广泉 有限合伙人 3,000.00 22.90%

5 隋舒杰 有限合伙人 1,000.00 7.63%

6 北京联盟中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00 0.76%

合计 13,100.00 100.00%

（3）2014年7月，出资额变更

2014年7月，辽宁联盟全体合伙人同意周广泉退伙，并同意合伙人沈阳市蓝光

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将其在辽宁联盟的4,000万元出资额中的3,000万元出资额

转让给北京拓美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出资额变更后，认缴出资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别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00 29.70%

2 北京拓美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00 29.70%

3 辽宁中兴金属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00 19.80%

4 沈阳市蓝光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0 9.90%

5 隋舒杰 有限合伙人 1,000.00 9.90%

6 北京联盟中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00 0.99%

合计 10,100.00 100.00%

（4）2016年5月，合伙人名称变更

2016年5月， 辽宁联盟全体合伙人同意合伙人辽宁中兴金属物流股份有限公

司企业名称变更为辽宁中兴金属物流有限公司。本次合伙人名称变更后，认缴出资

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别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00 29.70%

2 北京拓美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00 29.70%

3 辽宁中兴金属物流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00 19.80%

4 沈阳市蓝光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0 9.90%

5 隋舒杰 有限合伙人 1,000.00 9.90%

6 北京联盟中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00 0.99%

合计 10,100.00 100.00%

（5）2017年4月，出资额变更

2017年2月， 辽宁联盟全体合伙人同意将认缴出资额由10,100万元减少至9,

600万元，其中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减少出资额148.5万元，北京拓美投

资有限公司减少出资额148.5万元，辽宁中兴金属物流有限公司减少99万元，沈阳

市蓝光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减少49.5万元，隋舒杰减少49.5万元，北京联盟中投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减少5万元。 本次减资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原出资额 减少出资额 新出资额

1 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 148.50 2,851.50

2 北京拓美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 148.50 2,851.50

3 辽宁中兴金属物流有限公司 2,000.00 99.00 1,901.00

4 沈阳市蓝光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1,000.00 49.50 950.50

5 隋舒杰 1,000.00 49.50 950.50

6 北京联盟中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5.00 95.00

合计 10,100.00 500.00 9,600.00

2017年4月，辽宁联盟完成本次减资的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减资完成后，认缴

出资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别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2,851.50 29.70%

2 北京拓美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851.50 29.70%

3 辽宁中兴金属物流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901.00 19.80%

4 沈阳市蓝光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950.50 9.90%

5 隋舒杰 有限合伙人 950.50 9.90%

6 北京联盟中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95.00 0.99%

合计 9,600.00 100.00%

3、股权结构或控制关系

截至2018年6月30日，辽宁联盟的出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别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2,851.50 29.70%

2 北京拓美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851.50 29.70%

3 辽宁中兴金属物流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901.00 19.80%

4 沈阳市蓝光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950.50 9.90%

5 隋舒杰 有限合伙人 950.50 9.90%

6 北京联盟中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95.00 0.99%

合计 9,600.00 100.00%

截至2018年6月30日，辽宁联盟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表所示：

辽宁联盟股东穿透表

企业名称

第一层股东构成及持

股比例

第二层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第三层股东构成及持

股比例

辽宁联盟中

资创业投资

企业 （有限

合伙）

北京拓美投资有限公

司29.7%

见北京拓美股东穿透表

沈阳煤业 （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29.7%

辽宁省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80%

辽宁省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20%

辽宁中兴金属物流有

限公司19.8%

房国庆50%

关琦25%

申国庆12.5%

沈阳鼎熙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12.5%

叶凤龙100%

沈阳市蓝光自动化技

术有限公司9.9%

隋舒杰 40.60%

李实 31.36%

王武 22.12%

罗曙明 1.70%

张家鸣 1.57%

唐立志 1.05%

盘宗仁 0.43%

邓泽建 0.29%

刘晓英 0.29%

唐丹华 0.29%

于殿新 0.10%

闵兆恒 0.10%

谢军 0.10%

隋舒杰9.9%

北京联盟中投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0.99%

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40%

见中国风投股东穿透

表（同上）

朱世家24%

高群24%

孙琦12%

4、主营业务概况

辽宁联盟主营业务为未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

5、投资的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2018年6月30日，辽宁联盟投资的下属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被投资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北京航天华宇科技有限公司 2.50%

航天军工产品及相关非标准生产设备

的设计和研发，并通过子公司河北诚航

从事航天飞行器结构件和直属件的生

产加工、协助进行部分缩比导弹研制型

号装配和试验测试服务

2 山东三益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1.52% 耐盐碱植物的培育、种植、销售

3 歌拉瑞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15.70%

研发、制造、加工、销售、安装、改造及维

修保养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及

简易升降机及其辅助设备和零配件

4 安徽钰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0%

信息化智能武器与弹药的通信与控制

系统

5 北京煜邦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08%

主要从事电能计量、智能用电信息采集

与管理系统

6 泉州市功夫动漫设计有限公司 0.60% 动漫设计、制作及动漫信息咨询服务

7 珠海国佳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0.87%

凝胶材料技术与应用， 包括退热贴、化

妆品、环保凝胶等

8

天津恒实通工程技术发展有限公

司

5.90%

节能、 环保和安全新材料产品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9 河南东和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70%

废轮胎、废润滑油、废塑料、医疗废弃物

裂解油化、油品蒸馏技术研发及设备制

造

6、最近两年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总资产 9,224.09 9,227.62

总负债 243.13 0.06

所有者权益 8,980.97 9,227.56

项目 2017年度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224.86 -294.55

净利润 -224.86 -294.55

注：2017年财务数据已经北京惠明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16年财务数据已

经北京鼎中诸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7、执行事务合伙人情况

截至2018年6月30日， 辽宁联盟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北京联盟中投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委派人：王一军），其相关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北京联盟中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吉祥里208号243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592396239N

法定代表人 王一军

注册资本 16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2年1月29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财务咨询（不得开展审计、验资、查帐、

评估、会计咨询、代理记帐等需经专项审批的业务，不得出具相应的审

计报告、验资报告、查帐报告、评估报告等文字材料。 ）；经济贸易咨询。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

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

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

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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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北京联盟中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主要业务为投资管理咨询。

（3）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总资产 636.27 3,838.02

总负债 147.61 3,480.74

所有者权益 488.66 357.28

项目 2017年度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236.07 255.67

利润总额 175.17 83.63

净利润 131.38 61.42

注：2017年财务数据已经北京惠明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16年财务数据已

经北京鼎中诸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4）最近三年注册资本变化情况

北京联盟中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1月，成立时注册资本为500万

元人民币；2014年5月，注册资本变更为160万元，此后注册资本未发生变更。

（5）下属企业目录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盟略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0.20% 股权投资及咨询

2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鸿略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50% 投资管理及咨询

3 沈阳中资联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9.47% 创业投资及管理咨询

4

辽宁联盟中资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

伙）

0.99% 创业投资及管理咨询

5 本溪联盟中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0.00% 投资管理及咨询

（八）曲水汇鑫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曲水汇鑫茂通高新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西藏拉萨市曲水县雅江工业园区中小企业孵化楼403-35室

主要办公地点 西藏拉萨市曲水县雅江工业园区中小企业孵化楼403-35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42200585787506J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鼎泰华盈咨询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蒋华良）

成立日期 2007年12月10日

经营范围

高新技术投资；网络企业推广；高新技术推广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市场

营销策划、企业营销策划、贸易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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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曲水汇鑫茂通高新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出资均为自有资金，不

属于以募集方式设立的私募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

2、历史沿革

（1）2007年12月，曲水汇鑫前身北京汇鑫成立

曲水汇鑫前身北京汇鑫茂通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12月，由蒋华良出资

设立，设立时注册资本为50万元，均以货币形式出资。 北京汇鑫设立时的股权结构

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蒋华良 50.00 100.00%

合计 50.00 100.00%

（2）2012年11月，北京汇鑫更名为西藏汇鑫

2012年11月，北京汇鑫企业名称由北京汇鑫茂通咨询有限公司变更为西藏山

南汇鑫茂通咨询有限公司， 并同时完成企业住所的变更。 本次变更的具体情况如

下：

变更项目 变更前内容 变更后内容

名称 北京汇鑫茂通咨询有限公司 西藏山南汇鑫茂通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A座A1F 山南宾馆

（3）2012年12月，西藏汇鑫股权变更并改制为山南汇鑫

2012年11月，蒋华良将所持的西藏汇鑫99%股权（对应49.5万元出资额）转让

给吴宏文，同时申请变更西藏汇鑫的注册类型，由西藏山南汇鑫茂通咨询有限公司

变更为西藏山南汇鑫茂通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西藏汇鑫的两位股东变更

为山南汇鑫的两位合伙人，委托蒋华良为执行事务合伙人。

2012年12月，山南汇鑫完成本次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 本次变更完成后，山南

汇鑫的认缴出资结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别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蒋华良 普通合伙人 0.50 1.00%

2 吴宏文 有限合伙人 49.50 99.00%

合计 50.00 100.00%

（4）2014年12月，增加认缴出资额至500万元

2014年11月， 山南汇鑫全体合伙人同意增加认缴出资额450万元至500万元，

其中蒋华良增加其认缴出资额4.5万元至5万元，吴宏文增加其认缴出资额445.5万

元至495万元。 2014年12月，山南汇鑫完成本次增加出资额的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

出资额变更完成后，认缴出资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别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蒋华良 普通合伙人 5.00 1.00%

2 吴宏文 有限合伙人 495.00 99.00%

合计 500.00 100.00%

（5）2015年10月，合伙人变更

2015年10月，山南汇鑫全体合伙人同意普通合伙人蒋华良退伙，接受北京鼎

泰华盈咨询有限公司新入伙，其入伙投资额为5万元，投资比例为1%；同时同意北

京鼎泰华盈咨询有限公司为山南汇鑫执行事务合伙人， 蒋华良为执行合伙企业事

务的委派代表。 本次合伙人变更完成后，认缴出资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别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北京鼎泰华盈咨询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5.00 1.00%

2 吴宏文 有限合伙人 495.00 99.00%

合计 500.00 100.00%

（6）2017年3月，企业名称变更

2017年3月， 山南汇鑫全体合伙人同意变更企业名称、 住所和经营范围等事

宜。 本次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变更项目 变更前内容 变更后内容

名称

西藏山南汇鑫茂通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曲水汇鑫茂通高新技术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住所 山南市湖南路山南宾馆

西藏拉萨市曲水县雅江工业园区中小

企业孵化楼403-35室

经营范围

经营贸易咨询；财务咨询；技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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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新技术投资；网络企业推广；高新技

术推广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

策划、企业营销策划、贸易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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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结构或控制关系

截至2018年6月30日，曲水汇鑫的出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别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吴宏文 有限合伙人 495.00 99.00%

2 北京鼎泰华盈咨询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5.00 1.00%

合计 500.00 100.00%

截至2018年6月30日，曲水汇鑫的产权控制关系图如下：

曲水汇鑫股东穿透表

企业名称 第一层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第二层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曲水汇鑫茂通高新技术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吴宏文99.00%

北京鼎泰华盈咨询有限公司

1.00%

蒋华良100%

4、主营业务概况

曲水汇鑫主营业务为高新技术投资及管理咨询。

5、投资的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2018年6月30日，曲水汇鑫投资的下属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被投资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北京航天华宇科技有限公司 0.625%

航天军工产品及相关非标准生产

设备的设计和研发，并通过子公司

河北诚航从事航天飞行器结构件

和直属件的生产加工、协助进行部

分缩比导弹研制型号装配和试验

测试服务

2 南通艾思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0.62%

智能科技、软件科技领域内的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

让

3 北京互保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1.33%

数据处理、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

金融信息技术外包服务、金融业务

流程外包服务、金融知识流程外包

服务

4 北京益善康科技有限公司 0.80% 健康米的研发、销售

5 广州石贝网络有限责任公司 0.9% 车联网大数据/商业智能领域

6 北京德聚垠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9.21% 金融信息服务

7 北京世纪摇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0.19% 投资管理和咨询

8 上海带来科技有限公司 1.67% 能源相关和软件行业

9 北京忠实仆人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0.2

应用软件服务（不含医用软件）；

软件开发

10 广州合摩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0.14%

面向中小企 业客 户 提 供 基 于

SAAS平台的人事外包

11 郑州修修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1.20% 互联网

12 深圳市产融贷控股有限公司 1.20%

以红木作为抵押物的点对点金融

平台业务

13 扬州中天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8%

高纯砷和高纯氧化铝的研发、生

产、销售与出口

14 北京鸿君利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3.27% 快递送餐

15 北京创数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99%

公共关系服务；教育咨询；文化咨

询；体育咨询

16 广州蓝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0.34%

计算机批发；软件开发；数据处理

和存储服务

17 北京梦想联盟科贸有限公司 5.00% 卡通人物造型、推广

18 相舆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0.48%

智能家居、建筑装饰、电力通信布

线

19 哈尔滨极致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3.12%

群众体育项目推广；体育项目组织

服务；体育宣传服务；体育项目开

发服务

20 湖南盛世龙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 网络游戏

21 上海威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00%

移动应用激励平台，为品牌广告主

提供移动应用广告服务

22 浙江星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0%

不孕不育类生物诊断试剂技术研

发、产品生产和销售

23 广东高航知识产权运营有限公司 0.08%

无形资产评估服务;市场营销策划

服务;企业总部管理

24 青岛中科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0.14%

汽车用锂电池隔膜成套装备、聚乙

烯塑料电池隔膜板的技术研究

25 北京中彩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4.1%

三网融合（移动互联网、互联网和

广电网） 和社会渠道整合运营为

购彩用户提供手机安全购彩服务，

同时开展新彩种研发和运营业务。

26 中海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 鱼粉、鱼油加工

27 江苏吉星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1.67% 特种管道的生产销售

28 山东思睿环境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1.14%

环境检测仪器、仪表的研发、生产、

销售、安装及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

29 江阴贝瑞森生化技术有限公司 0.37%

蛋白质工业纯化，从贻贝（海虹）

足丝中工业化提取“贻贝粘蛋白”

30 上海半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48% 手机游戏开发

31 青岛蓝海万拓防水防腐材料有限公司 0.80% 建筑防水新材料

32 深圳市柠檬网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88% 工厂免费WiFi布点与运营

33 上田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 4.09%

土壤修复工程，场地调查及风险评

估类咨询

34

上海丰之沃电子商务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95%

以积分兑换为核心业务基础的

O2O便利生活消费服务平台

35 山东三益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2.22% 耐盐碱植物的培育、种植、销售

36 北京博曼迪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0.26%

生产全套燃气、柴油、汽油发动机

EMS系统控制部件

37 上海富程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0.38%

单体楼宇污水预处理设施运维与

新建整改， 废弃油脂收运与初加

工，智能环保在线监控

38 安徽钰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35%

信息化智能武器与弹药的通信与

控制系统

39 上海同臣环保有限公司 0.12%

叠螺式污泥脱水机、超高压弹性压

榨机和高效纤维滤布滤池等污泥

污水处理设备

40 泉州市功夫动漫设计有限公司 0.26%

动漫设计、制作及动漫信息咨询服

务

41 河南东和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30%

废轮胎、废润滑油、废塑料、医疗废

弃物裂解油化、油品蒸馏技术研发

及设备制造

42 深圳市瑞德丰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0.07%

动力电池电芯精密结构方案设计、

研发、生产与销售业务

43 青岛华世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0.29%

锂电池隔膜设备制造、有机废气回

收处理相关设备及新材料

44 福建云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35% 教育设备研发生产及销售

45 北京科普斯特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4.84%

销售仪器仪表、机械设备、电子产

品

46 南京永研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0.33%

环保设备、电子机械、机电设备的

开发、研制、销售

47 天津恒实通工程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1.10%

节能、环保和安全新材料产品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

48 上海技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8%

为芯片制造业提供晶圆减薄、分

切、键合及分选整体工艺设备解决

方案

49 上海新旭发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2.00%

机械专业领域内开展四技服务；制

药机械产品、化工机械、食品机械、

电子产品、仪器仪表生产、销售

50 四川省自贡市海川实业有限公司 0.06%

燃气轮机零部件、 航空航天零部

件、机械设备、环保设备、金属结构

件、纺织机械及化工机械、锅炉辅

机及配件

51 武汉新大创新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 5.64%

在线循环水吸垢器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

52 深圳市时代高科技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0.11%

工业自动化清洗设备、真空干燥系

统设备、医疗清洗设备

53 康达新能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1.21% 燃油、燃气发动机

54 北京世纪摇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0.19% 育儿和母婴门户网站

55 广州市三甲医疗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0.12%

以康复医疗核心设备、康复医疗解

决方案以及康复医疗运维服务为

一体的康复医疗器械和服务提供

商

56 广东天水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1.00%

针对黑臭河涌进行原位生态修复

治理

57 湖南味菇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12%

灰树花和中端食用菌产品-银耳

的生产与深加工

58 北京煜邦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0.79%

主要从事电能计量、智能用电信息

采集与管理系统

59 上海沃橙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0.35%

数码科技，计算机、网络、通信、信

息系统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游戏软件

的开发

6、最近两年财务情况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总资产 45,908.23 19,115.63

总负债 40,524.27 13,422.90

所有者权益 5,383.97 5,692.73

项目 2017年度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441.81 20.35

净利润 -441.81 20.35

注：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7、执行事务合伙人情况

截至2018年6月30日， 曲水汇鑫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北京鼎泰华盈咨询有限

公司（委派代表：蒋华良），其相关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北京鼎泰华盈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51号5层5295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062815395A

法定代表人 蒋华良

注册资本 1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3年2月16日

经营范围

经济贸易咨询。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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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北京鼎泰华盈咨询有限公司主要业务为投资管理咨询。

（3）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总资产 6.99 7.54

总负债 0.00 0.00

所有者权益 6.99 7.54

项目 2017年度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0.55 -0.76

净利润 -0.55 -0.76

注：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最近三年注册资本变化情况

北京鼎泰华盈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2月， 成立时注册资本为10万元人

民币，此后注册资本未发生变更。

（5）下属企业目录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曲水汇鑫茂通高新技术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1.00% 高新技术投资及管理咨询

三、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说明

本次交易对方许宝瑞等8方在本次交易前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

次交易对方许宝瑞及其一致行动人冯立在本次交易完成（不考虑配套融资）后，持

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为6.95%，将超过5%。 根据现行有效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许宝瑞及其一致行动人冯立视同上市公司的关联方。

四、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 各交易对方未向本公司推荐董事、 监事及高管人

员。

五、交易对方最近五年内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

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本次交易对方已出具承诺函，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

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

涉及与民事、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形。

六、交易对方最近五年的诚信情况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本次交易对方已出具承诺函，本次交易对方最近五

年诚信情况良好，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

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况。

七、各交易对方之间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说明

自然人股东冯立、陈坤荣系标的公司控股股东兼实际控制人许宝瑞的亲属，存

在关联关系；其中，冯立系许宝瑞配偶冯小玲的弟弟、陈坤荣与许宝瑞系姑表亲。根

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 许宝瑞和冯立两名自然人股东构成一致行动

关系。

根据武汉中投、北京建华和辽宁联盟签署的关联关系说明，武汉中投、北京建

华和辽宁联盟存在如下关联关系：

（1）武汉中投执行事务合伙人武汉中投建华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武汉中

投的出资比例为12.5%，中国风投持有武汉中投建华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51%的

股权。

（2）中国风投持有北京建华28%的股权，北京中投建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

中国风投全资子公司并持有北京建华2%的股权，中国风投合计持有北京建华30%

的股权；北京拓美持有北京建华12%的股权。

（3）辽宁联盟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联盟中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辽宁联盟的

出资比例为0.99%，中国风投持有北京联盟中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40%的股权；北

京拓美对辽宁联盟的出资比例为29.70%。

武汉中投、 北京建华和辽宁联盟均为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下的企

业，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上述三名股东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八、其他事项说明

（一） 机构股东穿透最终投资人与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和上市公司不存在关

联关系

根据武汉中投、北京建华、辽宁联盟、曲水汇鑫的股东穿透至最终投资人的资

料并经访谈许宝瑞及武汉中投、北京建华、辽宁联盟、曲水汇鑫相关人员，武汉中

投、北京建华、辽宁联盟、曲水汇鑫的最终投资人与标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许宝瑞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对武汉中投、北京建华、辽宁联盟、曲水汇鑫的股东穿透核查，并经上海沪

工确认，武汉中投、北京建华、辽宁联盟、曲水汇鑫的最终投资人与上海沪工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 综上，武汉中投、北京建华、辽宁联盟、曲水汇鑫的最终投资人与上

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第四节 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航天华宇100%股权。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航天华宇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路12号B幢三区128室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丰台区三营门警备东路2号

法定代表人 许宝瑞

注册资本 1,220.64万元

实收资本 1,220.64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3020896864153

成立日期 2013年12月26日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机械设备安装、维修、租赁（不

含行政许可的项目）；设计、委托生产电子产品、机械设备；计算机系统集

成；接受委托从事生产线、软件开发外包服务；销售机械设备。 （企业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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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二、历史沿革

（一）航天华宇设立情况

2013年12月26日，自然人许宝瑞和任文波共同签署了《北京航天华宇科技有

限公司章程》，发起设立航天华宇，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其中，许宝瑞以货

币出资900万元，设立时缴付180万元；任文波以货币出资100万元，设立时缴付20

万元。

2013年12月26日， 航天华宇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110302016631094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航天华宇成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许宝瑞 900.00 90.00%

2 任文波 100.00 10.00%

合计 1,000.00 100.00%

2013年12月26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隆庆街支行出具了交存入

资资金报告单，航天华宇发起人许宝瑞、任文波已于同日分别交存180万元、20万

元，共计200万元实收资本。

（二）航天华宇历次股权变更情况

1、2014年7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下转A26版）

（上接A24版）

A25

■ 2018年7月31日 星期二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