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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 目 2015年7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1,206,669,339.52 7,916,940,580.23 7,724,167,139.19

总负债 4,313,207,877.18 3,194,462,701.30 3,786,345,594.4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322,917,619.27 2,298,792,210.35 1,885,863,671.87

项 目 2015年1-7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 2,018,080,807.42 3,856,459,815.81 4,035,188,660.72

营业利润 143,282,926.89 379,023,083.47 165,504,178.61

利润总额 154,833,703.64 496,278,801.67 617,532,606.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3,197,367.01 208,279,671.94 413,634,652.62

注： 华茂集团2013年度、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业经安庆昌德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并分别出具昌德审字

[2014]083号《审计报告》、昌德审字[2015]137号《审计报告》验证；华茂集团2015年1-7月份的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六）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华茂集团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七）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华茂集团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公司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由九人组成，根

据《公司章程》对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规定，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符合条件的股东提名推荐的董事候选人进行

了任职资格审查，并征询相关股东意见和董事候选人本人意见，经华茂集团推荐、董事会提名詹灵芝女士、王

功著先生、倪俊龙先生、左志鹏先生、戴黄清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王玉春先生、徐卫林

先生、陈结淼先生、杨纪朝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2014年8月，杨纪朝先生辞去独立董事

职务，在华茂股份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的独立董事前，继续履行相关职责。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提请董事会聘任王功著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左志鹏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经公司总

经理提名，提请董事会聘任倪俊龙先生、左志鹏先生、胡孟春先生、戴黄清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左志鹏

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八）最近五年受过处罚及涉及诉讼的情况

根据华茂集团出具的相关声明、对华茂集团相关人员的访谈、网上检索等，华茂集团及其现任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亦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

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九）最近五年的诚信情况

根据华茂集团出具的相关声明、对华茂集团相关人员的访谈、网上检索等，华茂集团及其现任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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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二、海聆梦股东

（一）邱建林

1、基本情况

姓 名 邱建林 性 别 男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92619650927xxxx

通讯地址 大丰海聆梦家纺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白下区洪武路359号东楼xxxx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直接产

权关系

大丰海聆梦家纺有限公司 2013.8-至今 董事长 是

南京晨啸纺织品有限公司 2002.3-至今 董事、总经理 否

江苏晨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07.8年-至今 总经理 是

南京海聆梦家居有限公司 2013.4年-至今 执行董事 否

南京浩鸿投资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004.12-至今 执行董事 是

大丰市亨太服装厂 2001.8-至今 执行董事 是

浩荣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2004.6-至今 执行董事 是

大丰海聆梦织造有限公司 2007.10-至今 董事 否

盐城大丰嘉英置业有限公司 2006.4-至今 董事 否

大丰锦鸿置业有限公司 2009.12-至今 监事 否

2、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持有海聆梦股权外，邱建林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注册

资本

股东及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备注

1

南京晨啸纺织

品有限公司

南京江宁经

济技术开发

区天元西路

39号

628

万美

元

浩荣国际集

团有限公司

28%

生产服装、鞋帽、针纺织品、工艺品、玩具及印染产

品；销售自产产品。

无实

质经

营活

动

大丰市亨太

服装厂

72%

2

江苏晨啸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南京市珠江

路185号409

室

13,

518

万元

邱建林 98%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无实

质经

营活

动

倪晨 2%

3

南京浩鸿投资

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

南京市白下

区洪武路359

号西塔楼

3101室

200

万元

邱建林 100%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投资管理、咨询；木

材、木制品销售；木材制品研发。

-

4

大丰亨太服装

厂

大丰市大中

镇健康东路

101号

100

万元

邱建林 100%

生产服装、鞋帽、针纺织品、工艺品、玩具及印染产

品；销售自产产品

已注

销

5

浩荣国际集团

有限公司

11F.,AXA�

Centre,151�

Gloucester-

Road,

Wanchai,

Hong�Kong

1万

港币

邱建林 51%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无实

质经

营活

动

倪晨 49%

6

麦哲理（南

京）置业有限

公司

南京市玄武

区大石桥19

号南409室

2,

380.

49万

元

南京晨啸纺

织品有限公

司

100%

房地产开发；自建房屋租赁、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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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浩荣包装（南

京）有限公司

南京市江宁

经济技术开

发区天元西

路62号

200

万元

浩荣国际集

团有限公司

100%

设计、生产包装材料，生产服装、鞋帽、工艺品、玩具、

针纺织品；销售自产产品。

无实

质经

营活

动

8

大丰海聆梦织

造有限公司

大丰市汇丰

路（大中民营

集中区）

200

万美

元

南京晨啸纺

织品有限公

司

53%

浆纱、织布及高档织物面料制造。

正在

办理

注销

过程

中

浩荣国际集

团有限公司

47%

9

江苏盛唐家纺

有限公司

大丰市大中

工业园区兴

业路56号

20,

000

万元

江苏晨啸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100%

针纺织品、纺织面料、服装、鞋帽、玩具、工艺品制造；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正在

办理

注销

过程

中

10

大丰市中德工

艺品厂

大丰市裕华

镇丰裕居委

会三组

40万

元

张建生 100%

玩具、床上用品、服装、布、工艺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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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实

质经

营活

动

11

大丰锦鸿置业

有限公司

大丰市区健

康西路88号

360

0万

元

南京晨啸纺

织品有限公

司

60%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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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华 40%

12

盐城大丰嘉英

置业有限公司

大丰市健康

西路69号

625

万美

元

江苏布诺投

资有限公司

20%

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及相关配套业务，房地产

投资咨询服务。

-

大丰市华威

建材有限公

司

30%

南京晨啸纺

织品有限公

司

20%

浩荣国际集

团有限公司

30%

13

杭州华信装饰

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

杭州市下城

区凤起商务

大厦1626室

100

万

江苏晨啸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100%

室内装饰设计；批发、零售：服装、鞋帽、针纺织品、工

艺美术品；货物进出口

无实

质经

营活

动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邱建林为海聆梦控股股东之一，不持有上市公司任何股份，与上市公司不存在

关联关系。

4、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邱建林未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5、最近五年受过处罚及涉及诉讼的情况

根据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出具的相关证明、邱建林出具的相关声明、网上检索等，

邱建林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6、最近五年的诚信情况

根据邱建林出具的相关声明、网上检索等，邱建林最近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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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二）倪晨

1、基本情况

姓 名 倪晨 性 别 女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92619701009xxxx

通讯地址 大丰海聆梦家纺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白下区洪武路359号东楼xxxx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直接产

权关系

大丰海聆梦家纺有限公司

2004.12-至今 总经理

是

2013.6至今 董事

南京晨啸纺织品有限公司 2002.3-至今 董事 否

江苏晨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07.8-至今 执行董事 是

南京海聆梦家居有限公司 2013.4年-至今 总经理 否

浩荣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2004.6-至今 监事 是

大丰海聆梦织造有限公司 2007.10-至今 董事 否

2、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除投资海聆梦外，倪晨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同上述

邱建林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倪晨为海聆梦控股股东之一，不持有上市公司任何股份，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

联关系。

4、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倪晨未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5、最近五年受过处罚及涉及诉讼的情况

根据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出具的相关证明、倪晨出具的相关声明、网上检索等，倪

晨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

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6、最近五年的诚信情况

根据倪晨出具相关声明、网上检索等，倪晨最近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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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三）汪方

1、基本情况

姓 名 汪方 性 别 男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010319631217xxxx

通讯地址 大丰海聆梦家纺有限公司

住所 杭州市下城区新华坊xxxx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直接产

权关系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南京分行 2008.3-2012.3 行长 否

江苏金茂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2012.3至今 投融资总监 否

2、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汪方除投资海聆梦外，没有其他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汪方为海聆梦股东之一，不持有上市公司任何股份，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

4、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汪方未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5、最近五年受过处罚及涉及诉讼的情况

根据汪方出具的相关声明、网上检索等，汪方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6、最近五年的诚信情况

根据汪方出具相关声明、网上检索等，汪方最近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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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四）周晓萍

1、基本情况

姓 名 周晓萍 性 别 女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40219610316xxxx

通讯地址 大丰海聆梦家纺有限公司

住所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翠竹新村*幢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

系

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2000.5-至今 董事长 是

2、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除投资海聆梦外，周晓萍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常州星宇车灯

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市新北区汉江路

398号

24,000 43.47% 汽车车灯的制造及销售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周晓萍为海聆梦股东之一，不持有上市公司任何股份，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

4、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周晓萍未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5、最近五年受过处罚及涉及诉讼的情况

根据周晓萍出具的相关声明、网上检索等，周晓萍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

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6、最近五年的诚信情况

根据周晓萍出具相关声明、网上检索等，周晓萍最近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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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五）邱醒亚

1、基本情况

姓 名 邱醒亚 性 别 男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3040419680401xxxx

通讯地址 大丰海聆梦家纺有限公司

住所 广州市萝岗区尚山四街xxxx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

系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999.3-至今 董事长、总经理 是

2、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除投资海聆梦外，邱醒亚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深圳市兴森快捷

电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深南路科

技园工业厂房25栋1段3

层

49,

596.9168

20.49%

从事印刷电路板的设计、

制造及销售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邱醒亚为海聆梦股东之一，不持有上市公司任何股份，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

4、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邱醒亚未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5、最近五年受过处罚及涉及诉讼的情况

根据邱醒亚出具的相关声明、网上检索等，邱醒亚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

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6、最近五年的诚信情况

根据邱醒亚出具相关声明、网上检索等，邱醒亚最近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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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六）蒋乾锐

1、基本情况

姓 名 蒋乾锐 性 别 男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12319890212xxxx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加拿大 曾用名 蒋超超

通讯地址 大丰海聆梦家纺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建邺区典雅居34号xxxx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

系

无 - - -

2、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蒋乾锐除投资海聆梦外，没有其他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蒋乾锐为海聆梦股东之一，不持有上市公司任何股份，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

4、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蒋乾锐未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5、最近五年受过处罚及涉及诉讼的情况

根据蒋乾锐出具的相关声明、网上检索等，蒋乾锐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

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6、最近五年的诚信情况

根据蒋乾锐出具相关声明、网上检索等，蒋乾锐最近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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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七）杨廷栋

1、基本情况

姓 名 杨廷栋 性 别 男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82919600520xxxx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否

通讯地址 大丰海聆梦家纺有限公司

住所 江苏省淮安市清河区淮海北路113号六区xxxx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

系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2013.4-至今 名誉董事长 是

2、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除投资海聆梦外，杨廷栋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

例

主营业务

1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

限公司

江苏省宿迁市洋河

镇中大街118号

150,

698.8000

0.92%

白酒的生产、加工、销售以及预

包装食品的加工与销售，国内

贸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

技术的进出口，粮食收购。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杨廷栋为海聆梦股东之一，不持有上市公司任何股份，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

4、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杨廷栋未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5、最近五年受过处罚及涉及诉讼的情况

根据杨廷栋出具的相关声明、网上检索等，杨廷栋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

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6、最近五年的诚信情况

根据杨廷栋出具相关声明、网上检索等，杨廷栋最近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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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八）倪震

1、基本情况

姓 名 倪震 性 别 男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92619720915xxxx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否

通讯地址 大丰海聆梦家纺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雨花台区康盛花园17幢xxxx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

系

浩荣包装（南京）有限公司 2004.12年至今 执行董事、总经理 否

注：倪震为倪晨之弟。

2、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倪震除投资海聆梦外，没有其他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倪震不持有上市公司任何股份，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倪震未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5、最近五年受过处罚及涉及诉讼的情况

根据倪震出具的相关声明、网上检索等，倪震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6、最近五年的诚信情况

根据倪震出具相关声明、网上检索等，倪震最近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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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九）包文龙

1、基本情况

姓 名 包文龙 性 别 男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52419660604xxxx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否

通讯地址 大丰海聆梦家纺有限公司

住所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黄桥镇生田村下庄xxxx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

系

苏州市佳福塑料有限公司 2005.1-至今 总经理 否

2、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包文龙除投资海聆梦外，没有其他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包文龙为海聆梦股东之一，不持有上市公司任何股份，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

4、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包文龙未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5、最近五年受过处罚及涉及诉讼的情况

根据包文龙出具的相关声明、网上检索等，包文龙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

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6、最近五年的诚信情况

根据包文龙出具相关声明、网上检索等，包文龙最近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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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十）何余金

1、基本情况

姓 名 何余金 性 别 男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072119630619xxxx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否

通讯地址 大丰海聆梦家纺有限公司

住所 金华市西华广场7幢xxxx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

系

金华市永兴工具有限公司 1997.1-至今 办公室主任 否

2、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何余金除投资海聆梦外，没有其他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何余金为海聆梦股东之一，不持有上市公司任何股份，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

4、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何余金未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5、最近五年受过处罚及涉及诉讼的情况

根据何余金出具的相关声明、网上检索等，何余金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

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6、最近五年的诚信情况

根据何余金出具相关声明、网上检索等，何余金最近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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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十一）张友东

1、基本情况

姓 名 张友东 性 别 男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90219570309xxxx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否

通讯地址 大丰海聆梦家纺有限公司

住所 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沿河西路8号xxxx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

系

大丰海聆梦家纺有限公司 2009.2-2014.5 副总经理 是

注：张友东系倪晨之舅。

2、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张友东除投资海聆梦外，没有其他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张友东为海聆梦股东之一，不持有上市公司任何股份，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

4、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张友东未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5、最近五年受过处罚及涉及诉讼的情况

根据张友东出具的相关声明、网上检索等，张友东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

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6、最近五年的诚信情况

根据张友东出具相关声明、网上检索等，张友东最近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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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十二）黄秀国

1、基本情况

姓 名 黄秀国 性 别 男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10319630302xxxx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否

通讯地址 大丰海聆梦家纺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白下区良友里*幢*室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

系

江苏晨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10.3-2014.7 财务总监 否

大丰海聆梦家纺有限公司 2014.8-至今 财务总监 是

2、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黄秀国除投资海聆梦外，没有其他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黄秀国为海聆梦股东之一，不持有上市公司任何股份，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

4、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黄秀国未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5、最近五年受过处罚及涉及诉讼的情况

根据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出具的相关证明、黄秀国出具的相关声明、网上检索等，

黄秀国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6、最近五年的诚信情况

根据黄秀国出具相关声明、网上检索等，黄秀国最近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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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十三）朱启锋

1、基本情况

姓 名 朱启锋 性 别 男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61010319710929xxxx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否

通讯地址 大丰海聆梦家纺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白下区星海路xxxx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

系

江苏晨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08.7-2014.4 供应部经理 否

大丰海聆梦家纺有限公司 2014.5-至今 供应部经理 是

2、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朱启锋除投资海聆梦外，没有其他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朱启锋为海聆梦股东之一，不持有上市公司任何股份，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

4、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朱启锋未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5、最近五年受过处罚及涉及诉讼的情况

根据朱启锋出具的相关声明、网上检索等，朱启锋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

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6、最近五年的诚信情况

根据朱启锋出具相关声明、网上检索等，朱启锋最近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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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十四）崔竑宇

1、基本情况

姓 名 崔竑宇 性 别 女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91919710206xxxx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否

通讯地址 大丰海聆梦家纺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鼓楼区静幽园xxxx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

系

江苏晨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08.1-2015.3 总经理助理 否

大丰海聆梦家纺有限公司 2015.4-至今 总经理助理 是

2、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崔竑宇除投资海聆梦外，没有其他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崔竑宇为海聆梦股东之一，不持有上市公司任何股份，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

4、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崔竑宇未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5、最近五年受过处罚及涉及诉讼的情况

根据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出具的相关证明、崔竑宇出具的相关声明、网上检索等，

崔竑宇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6、最近五年的诚信情况

根据崔竑宇出具相关声明、网上检索等，崔竑宇最近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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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十五）李信林

1、基本情况

姓 名 李信林 性 别 男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92619640207xxxx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否

通讯地址 大丰海聆梦家纺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栖霞区文鼎路1号7幢xxxx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

系

江苏晨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08.1-至今 副总经理 否

2、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李信林除投资海聆梦外，没有其他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李信林为海聆梦股东之一，不持有上市公司任何股份，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

4、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李信林未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5、最近五年受过处罚及涉及诉讼的情况

根据李信林出具的相关声明、网上检索等，李信林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

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6、最近五年的诚信情况

根据李信林出具相关声明、网上检索等，李信林最近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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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十六）周兴志

1、基本情况

姓 名 周兴志 性 别 男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12119800902xxxx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否

通讯地址 大丰海聆梦家纺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上元大街*号*幢*室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

系

江苏晨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08.1-2014.7 业务经理 否

大丰海聆梦家纺有限公司 2014.8年至今 副总经理 是

2、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周兴志除投资海聆梦外，没有其他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周兴志为海聆梦股东之一，不持有上市公司任何股份，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

4、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周兴志未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5、最近五年受过处罚及涉及诉讼的情况

根据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出具的相关证明、周兴志出具的相关声明、网上检索等，

周兴志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6、最近五年的诚信情况

根据周兴志出具相关声明、网上检索等，周兴志最近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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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十七）苏亚丽

1、基本情况

姓 名 苏亚丽 性 别 女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62219761208xxxx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否

通讯地址 大丰海聆梦家纺有限公司

住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市政天元城xxxx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

系

江苏晨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08.2-2014.4 副总经理 否

大丰海聆梦家纺有限公司 2014.5-至今 副总经理 是

2、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苏亚丽除投资海聆梦外，没有其他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苏亚丽为海聆梦股东之一，不持有上市公司任何股份，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

4、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苏亚丽未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5、最近五年受过处罚及涉及诉讼的情况

根据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出具的相关证明、苏亚丽出具的相关声明、网上检索等，

苏亚丽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6、最近五年的诚信情况

根据苏亚丽出具相关声明、网上检索等，苏亚丽最近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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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十八）刘萍

1、基本情况

姓 名 刘萍 性 别 女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102619750613xxxx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否

通讯地址 大丰海聆梦家纺有限公司

住所 江苏南京江宁开发区胜太路xxxx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

系

江苏晨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10.9-2014.7 审计部经理 否

大丰海聆梦家纺有限公司 2014.8-至今 审计部经理 是

杭州华信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2015.6-至今 监事 否

2、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刘萍除投资海聆梦外，没有其他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刘萍为海聆梦股东之一，不持有上市公司任何股份，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

4、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刘萍未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5、最近五年受过处罚及涉及诉讼的情况

根据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出具的相关证明、刘萍出具的相关声明、网上检索等，刘

萍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

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6、最近五年的诚信情况

根据刘萍出具相关声明、网上检索等，刘萍最近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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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十九）新疆通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名 称 新疆通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 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高新街

258号数码港大厦2015-196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赵素菲

成立日期 2011年11月03日

经营范围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

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营业执照注册号 650000079000877

税务登记证号码 650152584776549

组织机构代码 58477654-9

2、历史沿革

（1）2011年11月，新疆通海设立

2011年11月3日，赵素菲与赵宽辉签署《新疆通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同意合伙

创办新疆通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疆通海” ）。 新疆通海投资总额为10000万元，其

中赵素菲认缴出资6000万元，实缴出资6000万元，占注册资本60%；赵宽辉认缴出资4000万元，实缴出资

4000万元，占注册资本40%。

2015年3月 3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了注册号为

6650000079000877的《合伙企业营业执照》。

新疆通海设立时，出资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性质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赵素菲 普通合伙人 6,000.00 60.00

2 赵宽辉 有限合伙人 4,000.00 40.00

合 计 10,000.00 100.00

（2）2015年6月，份额变更

2015年6月24日，经合伙人一致同意，认缴出资额由10000万元变更为20000万元。 赵素菲认缴出资额由

6000万元整变更为13000万元整；赵宽辉认缴出资额由4000万元整变更为7000万元整，两名合伙人于当日签

订《新疆通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变更决定书》及《新疆通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缴付

确认书》。

此次变更后，新疆通海出资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性质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赵素菲 普通合伙人 13,000.00 65.00

2 赵宽辉 有限合伙人 7,000.00 35.00

合 计 20,000.00 100.00

3、产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新疆通海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赵素菲，普通合伙人，身份证号65010219721019****，住所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光明路****。

赵宽辉，有限合伙人，身份证号65010219510115****，住所为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河滩北路东****。

新疆通海的普通合伙人为赵素菲。 根据新疆通海的合伙协议书，执行事务合伙人由全体合伙人会议选举

产生，根据全体合伙人会议决定，委托赵素菲执行合伙事务。

4、下属主要企业、单位概况

截至2015年7月31日，新疆通海除投资海聆梦外，主要投资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

出资比例

（%）

主营业务

1 伊犁君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 39.00 房地产开发与销售

2 新疆来这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71 17.50

电子商务； 网络及信息等技术的开

发与咨询

3

中商惠民（北京）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10000 0.6803 社区超市；电子商务服务平台

4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20000 6.67

均为壹级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公

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等

5

广东金宝力精细化工装备有限

公司

1100 3.18

集化工机械设备、设计、制造系统集

成为一体的创新技术企业

6

北京北林融海科技孵化器发展

有限公司

1000 15.00

科技企业孵化；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等

7

北京北林生态发展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200 20.00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资

产管理等

8

新疆清大国华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1000 25.00 节能环保

9 新疆云联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3000 25.00 软件开发

5、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状况和主要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状况

新疆通海成立于2011年11月3日，主要业务为投资服务。 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

金登记手续。

（2）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

新疆通海提供的未经审计的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6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5,557.01 11,413.16 4,353.65

总负债 5,569.27 1,417.27 327.2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

9,987.74 9,995.89 4,026.38

项目 2015年1-6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 - - -

营业利润 -8.14 -0.49 -1.58

利润总额 -8.14 -0.49 -1.5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8.14 -0.49 -1.58

注：新疆通海两年一期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6、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新疆通海与上市公司不构成关联关系。

7、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新疆通海未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8、最近五年受过处罚及涉及诉讼的情况

根据新疆通海出具的相关声明、网上检索等，新疆通海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

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亦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9、最近五年的诚信情况

根据新疆通海出具相关声明、网上检索等，新疆通海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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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二十）上海创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名 称 上海创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 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杨浦区殷行路753号237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创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2年2月14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创业投资，资产管理，经济信息咨询（不得

从事经纪）。

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110000582517

税务登记证号码 310110590396147

组织机构代码 59039614-7

2、历史沿革

（1）2012年2月，上海创丰设立

2012年2月13日，阚治东、苏文森与上海创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上海创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同意合伙创办上海创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创丰” ）。

上海创丰投资总额为500万元，其中上海创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200万元，实缴出资40万元，占

注册资本40%；苏文森认缴出资250万元，实缴出资50万元，占注册资本50%；阚治东认缴出资50万元，实缴出

资10万元，占注册资本10%。

2012年2月14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310110000582517的《合伙企业营业执照》。

上海创丰设立时，其出资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性质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上海创丰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200.00 40.00

2 阚治东 普通合伙人 50.00 10.00

3 苏文森 有限合伙人 250.00 50.00

合 计 500.00 100.00

（2）2012年4月，份额转让2012年4月13日，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认缴出资额由500万元变更为16870

万元。 原有限合伙人苏文森退出本合伙企业； 原普通合伙人上海创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由

200万元整变更为130万元整，阚治东认缴出资额由50万元整变更为40万元整；钱英等28人作为新进有限合

伙人于当日签订《上海创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及《上海创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缴付确认书》。

2012年4月23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上述变更事宜并换发了《合伙企业营业执照》。

此次变更后，上海创丰出资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性质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阚治东 普通合伙人 40.00 0.2371

2 上海创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30.00 0.7706

3 钱英 有限合伙人 300.00 1.7783

4 张永彬 有限合伙人 300.00 1.7783

5 胡晖 有限合伙人 300.00 1.7783

6 丁似兰 有限合伙人 2,000.00 11.8554

7 王明华 有限合伙人 300.00 1.7783

8 唐谷 有限合伙人 500.00 2.9638

9 杨薇薇 有限合伙人 300.00 1.7783

10 王军 有限合伙人 500.00 2.9638

11 高吕权 有限合伙人 300.00 1.7783

12 蔡洁天 有限合伙人 1,600.00 9.4843

13 马俊昌 有限合伙人 300.00 1.7783

14 王莉平 有限合伙人 400.00 2.3711

15 朱雯君 有限合伙人 300.00 1.7783

16 袁桂君 有限合伙人 300.00 1.7783

17 俞晖 有限合伙人 700.00 4.1494

18 黄利军 有限合伙人 1,000.00 5.9277

19 徐颍 有限合伙人 1,000.00 5.9277

20 沈毅 有限合伙人 300.00 1.7783

21 戴建威 有限合伙人 1,300.00 7.7060

22 姜香妹 有限合伙人 600.00 3.5566

23 王昌富 有限合伙人 700.00 4.1494

24 王昌崇 有限合伙人 600.00 3.5566

25 王昌华 有限合伙人 600.00 3.5566

26 林元职 有限合伙人 400.00 2.3711

27 凌震 有限合伙人 500.00 2.9638

28 余建冬 有限合伙人 500.00 2.9638

29 张杰 有限合伙人 300.00 1.7783

30 杜广娣 有限合伙人 500.00 2.9638

合 计 16,870.00 100.00

（3）2012年11月23日，实缴出资完成

2012年11月23日，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上述实收资本变更事宜并换发了 《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上海创丰出资结构未发生变更。

3、产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上海创丰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A．上海创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比例

1 上海威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70%

2 上海博机财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10%

3 上海星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

4 朱敏建 10%

合 计 100%

B．上海威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比例

1 梁超英 80%

2 隋金波 20%

合 计 100%

上海创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丰管理公司” ）系上海创丰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

伙人；上海威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创丰管理公司70%的股权，系创丰管理公司的控股股东；自然人梁超英

系创丰管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4、下属主要企业、单位概况

截至2015年7月31日，上海创丰除投资海聆梦外，主要投资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

主营业务

1 宏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7.36 建筑用钢结构架制造、安装

2 自贡华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2066

CNG及特种气体储气井的制造及相关服务、燃气工程安

装及集成服务、LNG相关装备制造， 以及城市燃气的运

营服务

3 易家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9.1988

视频流媒体运用研发机构、系统平台开发及相应终端产

品制造

4 广州众恒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060

半导体分立器件、发光二极管、光电子器件、电子元器

件、照明灯具等

5

江苏苏利精细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1.333 农药、阻燃剂及其他精细化工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6

上海伊铭萱婚庆服务有限公

司

16.6667 婚庆、礼仪及相关婚庆服务

5、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状况和主要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状况

上海创丰成立于2012年2月，主要业务为投资服务。 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

案手续。

（2）主要财务指标

上海创丰提供的未经审计的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6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6,646.41 16,646.38 16,729.55

总负债 0.23 0.23 0.2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

16,646.18 16,646.15 16,729.33

项目 2015年1-6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 - - -

营业利润 0.03 -83.17 -72.10

利润总额 0.03 -83.17 -72.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0.03 -83.17 -72.10

注：上海创丰两年一期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6、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上海创丰与上市公司不构成关联关系。

7、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上海创丰未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8、最近五年受过处罚及涉及诉讼的情况

根据上海创丰出具的相关声明、网上检索等，上海创丰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

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亦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9、最近五年的诚信情况

根据上海创丰出具相关声明、网上检索等，上海创丰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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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二十一）苏州国润瑞祺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名 称 苏州国润瑞祺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类 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苏州工业园区星桂街33号2509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金景波

成立日期 2011年4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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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创业投资企业提供管理服务业务；

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594000190337

税务登记证号码 321700572599805

组织机构代码 57259980-5

2、历史沿革

（1）2011年4月，设立

2011年4月13日，苏州国润由上海喆骐投资有限公司、苏州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苏州恒生进出口有限

公司、孙林夫等10名自然人共同以现金方式出资设立，设立时合伙人认缴的出资额合计为30,000万元。

2012年9月24日，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向苏州国润核发了注册号为320594000190337的

《合伙企业营业执照》。

苏州国润设立时各合伙人认缴出资及认缴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合伙性质

认缴出资金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孙林夫 普通合伙人 300.00 1.00%

2 王鹏威 普通合伙人 300.00 1.00%

3 上海喆骐投资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300.00 1.00%

4 王润德 有限合伙人 6,300.00 21.00%

5 邢伟德 有限合伙人 4,500.00 15.00%

6 沈伟林 有限合伙人 3,600.00 12.00%

7 蔡家其 有限合伙人 3,600.00 12.00%

8 秦素珍 有限合伙人 3,000.00 10.00%

9 陶雪华 有限合伙人 2,100.00 7.00%

10 苏州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100.00 7.00%

11 李耀原 有限合伙人 1,500.00 5.00%

12 苏州恒生进出口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500.00 5.00%

13 詹忆源 有限合伙人 900.00 3.00%

合计 30,000.00 100.00%

（2）2011年4月，第一次份额转让

2011年4月16日， 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有限合伙人苏州恒生进出口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合伙企业

1500万元的认缴出资额转让给周奇生； 有限合伙人王润德将持有的合伙企业3000万元的认缴出资额转让给

苏州恒润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本次变更后，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及比例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合伙性质

认缴出资金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孙林夫 普通合伙人 300.00 1.00%

2 王鹏威 普通合伙人 300.00 1.00%

3 上海喆骐投资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300.00 1.00%

4 邢伟德 有限合伙人 4,500.00 15.00%

5 沈伟林 有限合伙人 3,600.00 12.00%

6 蔡家其 有限合伙人 3,600.00 12.00%

7 王润德 有限合伙人 3,300.00 11.00%

8 秦素珍 有限合伙人 3,000.00 10.00%

9 苏州恒润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00 10.00%

10 陶雪华 有限合伙人 2,100.00 7.00%

11 苏州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100.00 7.00%

12 李耀原 有限合伙人 1,500.00 5.00%

13 周奇生 有限合伙人 1,500.00 5.00%

14 詹忆源 有限合伙人 900.00 3.00%

合计 30,000.00 100.00%

（3）2011年5月，第二次份额转让

2011年5月30日，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有限合伙人苏州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合伙企业

300万元的认缴出资额转让给苏州恒润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苏州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

的合伙企业1800万元的认缴出资额转让给谢怀清。

本次变更后，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及比例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合伙性质

认缴出资金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孙林夫 普通合伙人 300.00 1.00%

2 王鹏威 普通合伙人 300.00 1.00%

3 上海喆骐投资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300.00 1.00%

4 邢伟德 有限合伙人 4,500.00 15.00%

5 沈伟林 有限合伙人 3,600.00 12.00%

6 蔡家其 有限合伙人 3,600.00 12.00%

7 王润德 有限合伙人 3,300.00 11.00%

8 苏州恒润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300.00 11.00%

9 秦素珍 有限合伙人 3,000.00 10.00%

10 陶雪华 有限合伙人 2,100.00 7.00%

11 谢怀清 有限合伙人 1,800.00 6.00%

12 李耀原 有限合伙人 1,500.00 5.00%

13 周奇生 有限合伙人 1,500.00 5.00%

14 詹忆源 有限合伙人 900.00 3.00%

合计 30,000.00 100.00%

（4）2012年8月，第三次份额转让

2012年8月15日，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有限合伙人秦素珍将其持有的合伙企业3,000万元的认缴出资

额转让给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变更后，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及比例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合伙性质

认缴出资金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孙林夫 普通合伙人 300.00 1.00%

2 王鹏威 普通合伙人 300.00 1.00%

3 上海喆骐投资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300.00 1.00%

4 邢伟德 有限合伙人 4,500.00 15.00%

5 沈伟林 有限合伙人 3,600.00 12.00%

6 蔡家其 有限合伙人 3,600.00 12.00%

7 王润德 有限合伙人 3,300.00 11.00%

8 苏州恒润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300.00 11.00%

9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00 10.00%

10 陶雪华 有限合伙人 2,100.00 7.00%

11 谢怀清 有限合伙人 1,800.00 6.00%

12 李耀原 有限合伙人 1,500.00 5.00%

13 周奇生 有限合伙人 1,500.00 5.00%

14 詹忆源 有限合伙人 900.00 3.00%

合计 30,000.00 100.00%

3、产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苏州国润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A．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于2006年11月16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代码为002079，公司实际

控制人为自然人吴念博。

B．苏州恒润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比例

1 王润德 18.45%

2 张建忠 7.39%

3 俞敏 7.39%

4 赵继春 3.69%

5 肖虹 3.69%

6 张晓燕 3.69%

7 吴晓骏 3.69%

8 高林根 3.69%

9 王轶 3.69%

10 林枫 3.69%

11 沈福根 3.69%

12 孙虓湧 2.21%

13 钱鸣宇 2.21%

14 吴霄雁 2.21%

15 张海军 2.21%

16 盛学达 2.21%

17 刘峥 2.21%

18 刘玮 2.21%

19 张炎 1.20%

20 殷明 2.21%

21 霍宏彦 1.85%

22 沈宇星 1.85%

23 钱剑芬 0.74%

24 陈强 0.25%

25 戚佩敏 1.11%

26 金峥 0.74%

27 张勇 0.91%

28 江英 0.74%

29 宋建英 1.11%

30 顾文红 1.11%

31 唐立贤 0.74%

32 钱剑珍 0.74%

33 刘春燕 1.48%

34 龚薇 1.11%

35 蒋岚 0.65%

36 沈向东 0.65%

37 吴玉良 0.65%

38 周小武 0.65%

39 张凤英 0.65%

40 汪洁 0.65%

合计 100.00%

C．上海喆骐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喆骐投资有限公司，普通合伙人，注册号：310115001221964，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

市场信息咨询。

孙林夫，普通合伙人，身份证号32050419491024****，住所为江苏省苏州市沧浪区养蚕里村****。

王鹏威，普通合伙人，身份证号62010219700808****，住所为北京朝阳区安翔路****。

苏州国润的普通合伙人为上海喆骐投资有限公司、孙林夫、王鹏威，其中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孙林夫。 根据

国润瑞祺的合伙协议书，执行事务合伙人由普通合伙人会议选举产生，根据普通合伙人会议授权执行事务。

因此苏州国润的实际控制人为孙林夫。

4、下属主要企业、单位概况

截至2015年7月31日，除海聆梦以外，苏州国润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

1

苏州和氏设计营造工程有限

公司

2.00%

展览展示工程设计、施工；多媒体智能化工程设计、施

工等

2 北京飞渡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46%

批发医疗器械（III类、II类许可证经营）。 销售日用百

货、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五金交电、机械设备、通

讯器材（不含卫星地面发射、接收设备）；信息咨询（不

含中介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3

湖南胜景山河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3.97% 生产、销售黄酒

4 江苏金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76%

针织机械、纺织机械、服装机械、食品机械、数控机床及

数控专用设备、针织服装、五金冲压件以及其它机械设

备制造、加工、销售；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经营

外销贸易和转口贸易

5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0.83%

轨道交通、计算机网络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

让、技术服务；销售开发后的产品；计算机系统服务；经

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

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投资兴

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物业管理。

6 苏州纳芯微电子有限公司 49.00%

销售半导体元器件、集成电路、传感器；电子产品的技

术开发、技术设计、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计算机信息

系统集成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自营和代

理上述产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5、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状况和主要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状况

苏州国润成立于2011年4月，主要业务为投资服务。 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

案手续。

（2）主要财务指标

国润瑞祺提供的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6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总资产 22,222.44 22,292.14 23,225.31

总负债 4,731.43 4,800.93 4,730.9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

17,491.01 17,491.21 18,494.38

项目 2015年1-6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 - - -

营业利润 -0.20 -1,042.23 -43.32

利润总额 -0.20 -1,042.23 -43.3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0.20 -1,042.23 -43.32

注：苏州国润2013年财务数据经苏州建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建信专审（2014）第096号《审计报

告》；2014年财务数据经江苏天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苏诚会报字（2015）第160号《审计报告》；2015

年1-6月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6、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苏州国润与上市公司不构成关联关系。

7、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苏州国润未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8、最近五年受过处罚及涉及诉讼的情况

根据苏州国润出具的相关声明、网上检索等，苏州国润及其主要管理人员自成立以来受过行政处罚（与

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亦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9、最近五年的诚信情况

根据苏州国润出具相关声明、网上检索等，苏州国润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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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二十二）上海景嘉创业接力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名 称 上海景嘉创业接力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类 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杨浦区殷行路755号117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新中欧景嘉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1年12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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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经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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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05868367791

2、历史沿革

（1）2011年12月，公司设立

上海景嘉创业接力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景嘉” ）系上海新中欧景嘉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市杨浦区风险投资服务、中小企业信

用担保中心和冯勇等5名自然人共同以现金方式出资设立，设立时合伙人认缴的出资额合计为20,000万元。

2011年12月15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上海景嘉核发了注册号为310110000578196的《合伙企业

营业执照》。

上海景嘉设立时各合伙人认缴出资及认缴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合伙性质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上海新中欧景嘉创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普通合伙人 200.00 1.00%

2 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 有限合伙人 6,500.00 32.50%

3 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800.00 19.00%

4

上海市杨浦区风险投资服务和中小

企业信用担保中心

有限合伙人 4,000.00 20.00%

5 冯勇 有限合伙人 1,500.00 7.50%

6 潘欣健 有限合伙人 1,000.00 5.00%

7 蔡亚山 有限合伙人 1,000.00 5.00%

8 包国建 有限合伙人 1,000.00 5.00%

9 何晓 有限合伙人 1,000.00 5.00%

合计 20,000.00 100.00%

（2）2012年1月，增加合伙份额

2012年1月31日，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科学技术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管理中心、上海新中

欧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别认缴出资1500万元、50万元入伙为有限合伙人。

合伙人数从原准予登记的9人变更为11人；有限合伙人数从原准予登记的8人变更为10人；认缴出资金额

从原准予登记的20000万元变更为21550万元， 实缴出资金额从原准予登记的10000万元变更为11525万元，

其中科学技术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管理中心实缴出资1500万元， 上海新中欧创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实缴出资25万元；执行事务合伙人仍由上海新中欧景嘉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

2012年3月30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上海景嘉更新了注册号为310110000578196的《合伙企业营

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及比例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合伙性质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上海新中欧景嘉创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200.00 0.928074%

2 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 有限合伙人 6,500.00 30.162413%

3 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800.00 17.633411%

4

上海市杨浦区风险投资服务和中

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

有限合伙人 4,000.00 18.561485%

5

科学技术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

创新基金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人 1,500.00 6.960557%

6

上海新中欧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有限合伙人 50.00 0.232019%

7 冯勇 有限合伙人 1,500.00 6.960557%

8 潘欣健 有限合伙人 1,000.00 4.640371%

9 蔡亚山 有限合伙人 1,000.00 4.640371%

10 包国建 有限合伙人 1,000.00 4.640371%

11 何晓 有限合伙人 1,000.00 4.640371%

合计 21,550.00 100.000000%

（3）2012年4月，增加合伙份额

2012年4月1日，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合伙人数从原准予登记的11人变更为12人；有限合伙人数从原

准予登记的10人变更为11人；上海景嘉创业接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认缴出资总额不变，其中上海市大学

生科技创业基金会认缴出资额由6500万元变更为2400万元， 上海宸乾投资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为4100万

元；执行事务合伙人仍由上海新中欧景嘉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

2012年9月17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上海景嘉更新了注册号为310110000578196的合伙企业营业

执照。

本次变更后，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及比例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合伙性质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上海新中欧景嘉创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200.00 0.928074%

2 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 有限合伙人 2,400.00 11.136891%

3 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800.00 17.633411%

4

上海市杨浦区风险投资服务和中

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

有限合伙人 4,000.00 18.561485%

5

科学技术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

创新基金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人 1,500.00 6.960557%

6 上海宸乾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100.00 19.025522%

7

上海新中欧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有限合伙人 50.00 0.232019%

8 冯勇 有限合伙人 1,500.00 6.960557%

9 潘欣健 有限合伙人 1,000.00 4.640371%

10 蔡亚山 有限合伙人 1,000.00 4.640371%

11 包国建 有限合伙人 1,000.00 4.640371%

12 何晓 有限合伙人 1,000.00 4.640371%

合计 21,550.00 100.000000%

（4）2012年11月，增加合伙份额

2012年11月20日，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合伙人数从原准予登记的12人变更为13人；有限合伙人数从

原准予登记的11人变更为12人；认缴出资金额从原准予登记的21550万元变更为23050万元；其中上海市杨

浦区风险投资服务和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向上海创业接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转让其在合伙企业的财产份

额人民币2000万元， 其中科学技术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管理中心认缴出资额由1500万元变更为

3000万元；执行事务合伙人仍由上海新中欧景嘉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

2013年2月26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上海景嘉换发了注册号为310110000578196的《合伙企业营

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及比例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合伙性质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上海新中欧景嘉创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200.00 0.8677%

2 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 有限合伙人 2,400.00 10.4121%

3 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800.00 16.4859%

4

上海市杨浦区风险投资服务和中

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

有限合伙人 2,000.00 8.6768%

5 上海创业接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00 8.6768%

6

科学技术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

创新基金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人 3,000.00 13.0152%

7 上海宸乾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100.00 17.7874%

8

上海新中欧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有限合伙人 50.00 0.2169%

9 冯勇 有限合伙人 1,500.00 6.5076%

10 潘欣健 有限合伙人 1,000.00 4.3384%

11 蔡亚山 有限合伙人 1,000.00 4.3384%

12 包国建 有限合伙人 1,000.00 4.3384%

13 何晓 有限合伙人 1,000.00 4.3384%

合计 23,050.00 100.0000%

（5）2013年9月，合伙企业及合伙人更名

2013年9月10日，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上海景嘉创业接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更名为上海景嘉创业

接力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市杨浦区风险投资服务和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更名为上海市杨浦区

金融发展服务中心；上海创业接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更名为上海创业接力科技金融集团有限公司；执行事务

合伙人仍由上海新中欧景嘉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

2014年2月24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上海景嘉换发了注册号为310110000578196的《合伙企业营

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及比例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合伙性质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上海新中欧景嘉创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200.00 0.8677%

2 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 有限合伙人 2,400.00 10.4121%

3 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800.00 16.4859%

4 上海市杨浦区金融发展服务中心 有限合伙人 2,000.00 8.6768%

5

上海创业接力科技金融集团有限

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00 8.6768%

6

科学技术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

创新基金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人 3,000.00 13.0152%

7 上海宸乾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100.00 17.7874%

8

上海新中欧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有限合伙人 50.00 0.2169%

9 冯勇 有限合伙人 1,500.00 6.5076%

10 潘欣健 有限合伙人 1,000.00 4.3384%

11 蔡亚山 有限合伙人 1,000.00 4.3384%

12 包国建 有限合伙人 1,000.00 4.3384%

13 何晓 有限合伙人 1,000.00 4.3384%

合 计 23,050.00 100.00%

（6）2014年8月，合伙份额变更

2014年8月10日，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科学技术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管理中心将其持有

的300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上海创业接力科技金融集团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仍由上海新中欧景嘉创业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委派代表为：刘春松）

2015年11月19日， 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上海景嘉换发了注册号为10000000201511190049

的《合伙企业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及比例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合伙性质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上海新中欧景嘉创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200.00 0.8677%

2 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 有限合伙人 2,400.00 10.4121%

3 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800.00 16.4859%

4 上海市杨浦区金融发展服务中心 有限合伙人 2,000.00 8.6768%

5

上海创业接力科技金融集团有限

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00 21.6920%

6 上海宸乾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100.00 17.7874%

7

上海新中欧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有限合伙人 50.00 0.2169%

8 冯勇 有限合伙人 1,500.00 6.5076%

9 潘欣健 有限合伙人 1,000.00 4.3384%

10 蔡亚山 有限合伙人 1,000.00 4.3384%

11 包国建 有限合伙人 1,000.00 4.3384%

12 何晓 有限合伙人 1,000.00 4.3384%

合 计 23,050.00 100.00%

3、产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海景嘉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A．上海市天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天宸股份有限公司于1992年11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代码为600620，实际控制人为自然

人叶立培。

B．上海新中欧景嘉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比例

1 祁玉伟 50%

2 刘春松 30%

3 上海新中欧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

合计 100%

C．上海新中欧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比例

1 祁玉伟 25%

2 刘春松 25%

3 余道孔 25%

4 陈琦伟 25%

合计 100%

上海景嘉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上海新中欧景嘉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自然人祁玉伟直接持有上海新中

欧景嘉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50%的股权，系上海景嘉的实际控制人。

4、下属主要企业、单位概况

（上接A64版）

（下转A6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