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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603998            证券简称：方盛制药      公告编号：2019-047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设立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人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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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盛制药”或“公司”）参

与投资设立的长沙星辰创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星辰

基金”）近期以新增基金份额及转让部分出资份额的方式引入了新的合伙人； 

 本次星辰基金合伙人的变更及基金后续运营短期内对公司生产经营没

有实质影响，长期将有助于公司发展投资业务，将对公司长远发展产生积极影

响。 

 

2019年6月12日，公司接到星辰基金函告，经合伙人协商一

致，同意以新增基金份额及转让部分出资份额的方式引入湖南高

新创投健康养老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养老”）作

为星辰基金新的普通合伙人，引入湖南健康养老产业投资基金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养老基金”）、黄伟、湖南康慈企

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湖南康慈”）作为

星辰基金新的有限合伙人。现将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变化情况 

1、新增基金份额85万元，由高新养老全部认缴。增发完成

后星辰基金规模由1.25亿元变更为1.2585亿元； 

2、出资份额转让 

普通合伙人深圳前海上善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善资本”）将其在星辰基金中0.12%的财产份额（认缴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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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万元，实缴出资0万元）转让给高新养老； 

有限合伙人曾长光将其在星辰基金中11.92%的财产份额（认

缴出资1,500万元，实缴出资0万元）转让给养老基金； 

有限合伙人曾长光将其在星辰基金中3.97%的财产份额（认

缴出资500万元，实缴出资0万元）转让给黄伟； 

有限合伙人曾长光将其在星辰基金中7.95%的财产份额（认

缴出资1,000万元，实缴出资0万元）转让给湖南康慈企业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湖南康慈”）。 

3、本次新增基金份额及出资份额转让完成后，星辰基金各

合伙人及其出资情况为： 

合伙人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份额 

上善资本（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110 75 0.87% 

高新养老（普通合伙人） 100 0 0.79% 

养老基金（有限合伙人） 1,500 0 11.92% 

长沙市科技风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 5,000 1,800 39.73%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 3,375 2,025 26.82% 

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创业服务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 1,000 600 7.95% 

湖南康慈（有限合伙人） 1,000 0 7.95% 

黄伟（有限合伙人） 500 0 3.97% 

合计 12,585 4,500 100% 

二、变更的合伙人基本情况 

1、高新养老 

名称 湖南高新创投健康养老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二段 150 号门面二层 

法定代表人 李亮德 

注册资本 壹亿元整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5年 05月 11日 

经营期限 2035年 05月 10日 

业务范围 
受托管理私募健康养老基金；以自有资产进行健康养老产业的投资及股权投资，

投资咨询，自有资产管理。 

股东情况 
湖南高新纵横资产经营有限公司（4,000万元，40%），湖南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3,000 万元，30%），湖南高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00 万元，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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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养老基金 

3、湖南康慈 

4、黄伟 

5、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湖南奥新品牌管理有限公司（1,000 万元，10%）。 

高新养老实际控制人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财务情况 

2017年 12 月 31日，总资产为 920.82 万元，净资产 575.78 万元；2017年实现

营业收入 669.26万元，实现净利润-141.33 万元；2018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为 1,211.38 万元，净资产 982.11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 1,055.91万元，

实现净利润 306.33 万元 

名称 湖南健康养老产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二段 150 号门面 2楼 

执行事务合

伙人 
湖南高新创投健康养老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李亮德） 

成立日期 2015年 08 月 07日 

合伙期限 2024年 08 月 06日 

业务范围 
以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股权投资、创业投资、项目投资、医院投资，受托

管理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人情况 

湖南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30,000万元，84.51%），湖南高新纵横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5,000 万元，14.08%），湖南高新创投健康养老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00万元，1.41%）。 

养老基金实际最大出资人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名称 湖南康慈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长沙市开福区四方坪街道三一大道 349 号君泰大厦 2012 室 

执行事务合

伙人 
郑希平 

成立日期 2018年 11 月 07日 

合伙期限 2068年 11 月 06日 

业务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经济与商务咨询服务；商务信息咨询；市场管理服务；企

业管理战略策划 

合伙人情况 
湖南华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795 万元，95%），郑希平（305万元，5%）。 

湖南华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由自然人喻忻、杨其璋共同控制。 

姓名 黄伟 

住所 长沙市开福区***** 

身份证号码 430121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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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合伙人信用良好，除本次的合作事项之外，与公司不存

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联关系。 

三、《合伙协议》、《合伙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1、合伙人类别、姓名或者名称、住所及认缴出资方式和认

缴数额 

序

号 

合伙人

类别 
姓名或名称 

认缴出资

方式 

认缴出资

额(万元) 

认缴出资占 

出资总额比

例 

缴付期限 

1 
普通合

伙人 

深圳前海上善金石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货币 110 0.87% 

合伙企业注册之日起 1

个月内到账 60% 

2 
普通合

伙人 

湖南高新创投健康养老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货币 100 0.79% 

合伙企业注册之日起 1

个月内到账 100% 

3 
有限合

伙人 

长沙市科技风险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货币 5,000 39.73% 

普通合伙人资金到账之

日起 1个月内到账 60% 

4 
有限合

伙人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 
货币 3,375 26.82% 

合伙企业注册之日起 1

个月内到账 60% 

5 
有限合

伙人 

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创

业服务有限公司 
货币 1,000 7.95% 

合伙企业注册之日起 1

个月内到账 60% 

6 
有限合

伙人 

湖南健康养老产业投资

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1,500 11.92% 

合伙企业变更注册之日

起 1 个月内到账 60% 

7 
有限合

伙人 
黄伟 货币 500 3.97% 

合伙企业变更注册之日

起 1 个月内到账 60% 

8 
有限合

伙人 

湖南康慈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1,000 7.95% 

合伙企业变更注册之日

起 1 个月内到账 60% 

合计 货币 12,585 100%  

2、基本情况 

合伙企业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成立，经营期限为合伙企业

成立之日起7年，投资及孵化期5年（其中投资期为3年），退出

期2年。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可适当延期。 

合伙企业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12,585万元。经

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合伙企业可增加合伙人和增加认缴出资

额。 

3、全体合伙人委托普通合伙人深圳前海上善金石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并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专人代表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3337a651ccf72f4c8794f1e9518d1477.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3337a651ccf72f4c8794f1e9518d14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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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执行合伙企业事务（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出具书面形式的授权委

托书，授权委托书同时在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合伙企业保存），其

他合伙人不再执行合伙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事务。执行合伙事务

的合伙人对外代表企业。 

4、本合伙企业应当向管理人支付基金管理费。基金管理费

自基金成立之日起算，基金管理人收取基金管理费的标准为：基

金投资期（前3年），若在第一年至第三年内，基金每年度的实

际投资金额分别达到基金实缴规模的30%、30%、20%（上一年度

超出部分累计至下一年度），则投资期内按照基金实缴金额的2%/

年收取年度基金管理费，若任一年度未达到上述投资目标，则当

年按照基金实缴金额的1.5%/年收取年度基金管理费；基金投资

期满后（第4年起），若基金实际投资金额高于基金实缴金额的

80%（含本数），按照基金未退出金额的2%/年收取基金管理费，

若基金实际投资金额低于基金实缴金额的80%，则按照基金未退

出金额的1.5%/年收取基金管理费，从基金第6年起管理人不收取

管理费，且基金存续期满经合伙人会议决定延长基金存续期限

的，在延长期内不收取管理费。 

5、合伙企业设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由7名委员

组成，由普通合伙人深圳前海上善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推荐4

名，有限合伙人方盛制药推荐1名，有限合伙人长沙市科技风险

投资有限公司推荐1名，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推荐1名，普通合伙人湖南高新创投健康养老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推荐一名观察员。投资决策委员会设秘书1名，投资决策委员会

秘书不作为投资决策委员，负责会议组织相关事宜。 

6、投资决策委员会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制，投出同意票

的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达到全体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人数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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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二及以上的为决策通过。 

四、特别提示 

本次星辰基金合伙人的变更及基金后续运营短期内对公司

生产经营没有实质影响，长期将有助于公司发展投资业务，将对

公司长远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后续相关事宜公司将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事项信息披露业务指引》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