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258        证券简称：电魂网络        公告编号：2020-106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

与杭州普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兰溪哲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

江出版联合集团有限公司、杭州文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杭州汇宇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徐国海、杭州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杭州

普华硕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称“合伙企业”或“普华

硕阳基金”）。 

 投资金额：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3,000 万元参与投资

设立普华硕阳基金，占目前基金规模的 6%。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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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 

 风险提示：基金设立过程中可能因合伙人未能按期缴足认缴资金等客观

原因导致基金未能成功募足资金的风险；基金在后期运营过程中，所投

资的项目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投资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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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投资

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了充分发挥各方的优势，实现多方共赢，提高公司的对外投资能力，公司

拟与杭州普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兰溪哲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出版

联合集团有限公司、杭州文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杭州汇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徐国海、杭州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杭州普华硕阳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3,000 万元参与投资设



 

立普华硕阳基金，占目前基金规模的 6%。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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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 

名称：杭州普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36858410205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流水东苑 3幢 105室-14 

法定代表人：吴一晖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万元 

成立时间：2009 年 04月 15日 

经营范围：服务：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

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杭州普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

管理人，登记编号：P1063573。 

（二）其他部分有限合伙人 

1. 兰溪哲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1MA28E6LT1X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浙江省金华市兰溪市兰江街道李渔路 162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普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23,501万元  

成立时间： 2016 年 8月 11日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允许的投资业务、投资管理（未

经金融等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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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470049212J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天目山路 40号 

法定代表人：鲍洪俊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万元 

成立时间： 2016 年 12月 30日 

经营范围：出版、印刷、发行等及相关产业的投资，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3. 杭州文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7766428447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环城北路 139 号 1幢 223室 

法定代表人：卢建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 34,443.5555万元  

成立时间：2005 年 06月 30日  

经营范围：服务：对外投资及管理（除证券、期货），经济信息咨询（除商

品中介）；批发、零售：通讯器材，终端设备（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

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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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杭州汇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MA27XX2G0T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新塘街道通惠南路 633号浙江汇宇棉纱市场 107

号 2楼   

法定代表人：陆明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00万元 

成立时间： 2016 年 06月 14日 

经营范围：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受托企业资产管理、私募股权投资(未

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

服务)；服务：代理记账、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工商事务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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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杭州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782380254U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3850号创新大厦 2楼 202室   

法定代表人：梁芳霞  

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0万元 

成立时间：2005 年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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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设立创业投

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

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上述各合作方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 

三、投资设立基金的情况 

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向普华硕阳基金核发了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MA2J1FU64T）。 

（一）基金的基本情况 

1.名称：杭州普华硕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合伙期限：合伙企业的经营期限为 10 年，自合伙企业的成立日（即合伙

企业的首个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算。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为 5年，自首次交割

日起至第 5个周年日的前一天止。根据协议约定退出期延长的，合伙期限相应延

长。 

4.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普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江南大道 3900号 3层 3078

室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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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基金总规模：50,000万元人民币 

8.基金合伙人情况及出资进度 

各基金合伙人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合伙人名称/姓名 身份 认缴出资额 
认 缴 出

资比例 

出资方式 

杭州普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510.00 3.02% 货币 

兰溪哲铎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23,500.00 47.00% 

货币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00 6.00% 

货币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000.00 8.00% 货币 

杭州文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90.00 0.98% 货币 

杭州汇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000.00 8.00% 货币 

徐国海 有限合伙人 4,000.00 8.00% 货币 

杭州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9,500.00 19.00% 货币 

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 - 50,000 100%  

基金成立后，有限合伙人根据普通合伙人发出的缴付出资通知列明的金额履

行缴付出资义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缴付出资额 900 万元人民币。 

9.基金备案情况：该基金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手续并取得

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备案编码：SLZ861。 

10.基金目前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并且在基金存续期内亦不会持有

公司股份；基金除了与合伙人之间的合伙权益分配关系外，与公司不存在其他相

关利益安排；基金与第三方不存在其他影响公司利益的安排。 

（二）基金的管理模式 

1.管理及决策机制 

合伙企业设投资决策委员会，由普通合伙人委派。合伙企业所有对外投资业

务、投后管理重大事项及投资退出等相关重大事宜，均需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通

过后，方可实施。单笔投资超过全体合伙人认缴资本总额 5%的项目需经投资决

策委员会三分之二（包含本数）以上的委员通过。其他项目需经投资决策委员会

二分之一（包含本数）以上的委员通过。 

2.收益分配、亏损分担 

对于合伙企业单个项目投资收入的依法可分配资金在做出合理预留（为支付

合伙费用、偿还债务和其他义务所做必要拨备）后，按照全体合伙人的实缴出资

比例划分，并将划分给普通合伙人的部分分配给普通合伙人；就按照实缴出资比

例划分给有限合伙人的部分，按照协议约定的分配顺序在该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



 

伙人之间做进一步划分并分配。 

存在违约合伙人情况下，应根据对违约合伙人适用违约条款的具体情况对上

述分配进行相应调整。 

合伙企业承担的合伙费用由所有合伙人根据认缴出资比例分担（但本协议明

确另有约定的除外），合伙企业的亏损由所有合伙人按照认缴出资比例分担。 

3.管理及管理费 

普通合伙人为合伙企业的管理人，全体合伙人通过签署本协议同意普通合伙

人有权根据需要委托其他具有私募基金管理人资质的主体担任合伙企业的管理

人。 

除非普通合伙人予以豁免或者调低，首次交割日至合伙企业期限届满，合伙

人应承担管理费以各自认缴出资额为基数。合伙期限的投资期内对每一合伙人适

用的年度管理费费率 2%，退出期内对每一有限合伙人适用的年度管理费费率为

1%，相应计费期间不足一年的、按照该等期间的天数占 365天（每年）比例计算

相应计费期间的管理费。合伙期限延长的，延长期限内不再收取管理费。 

（四）投资基金的投资模式 

1.投资领域 

合伙企业重点投资高成长性项目，包含但不限于：先进制造、人工智能+、

信息软件、生命健康等相关领域。 

2.投资限制 

合伙企业不得以赚取短期差价为目的投资二级市场股票，不得进行期货交易，

不得投资高风险金融衍生品；不得投资于有可能使合伙企业承担无限责任的项目；

不得对外提供担保，投资可变利益实体项目基于协议控制需要的股权质押除外；

不得进行中国法律禁止从事的投资活动，不得投向国家产业政策禁止的行业；不

得举借融资性债务。 

四、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参与设立投资基金，不会影响公司正常

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会对公司现金流及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本次交易将进一步整合利用各方优势资源，通过专业化投资管理

团队，有助于优化公司投资结构，提升公司资金投资收益水平和资产运作能力。 

 



 

五、风险揭示 

基金设立过程中可能因合伙人未能按期缴足认缴资金等客观原因导致基金

未能成功募足资金的风险。 

基金在后期运营过程中，所投资的项目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

司经营管理、投资方案等多种因素影响，投资进展及项目完成情况存在一定不确

定性，存在投资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 

公司将充分关注并积极防范风险，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严格管控项目

尽调、论证、分析和审核等各个过程，切实降低公司投资风险。公司将持续关注

基金设立后续推进情况，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要求，及时

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1 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