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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96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2020-044 

债券代码：136236           债券简称：16 复药 01 

债券代码：143020           债券简称：17 复药 01 

债券代码：143422           债券简称：18 复药 01 

债券代码：155067           债券简称：18 复药 02 

债券代码：155068           债券简称：18 复药 03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认购私募基金份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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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标的：北京华盖信诚远航医疗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目标基金”） 

●投资金额：人民币 5,000万元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投资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特别风险提示：目标基金所投资的项目可能受到（包括但不限于）政策法

规、经济环境、行业周期、市场变化、投资标的经营情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且

投资周期较长，本次投资可能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收益、不能及时有效退出等风险，

且无保本及最低收益承诺。 

 

一、 本次投资概述 

2020 年 3月 31 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与华盖医疗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盖医疗”）及目标

基金 35 名有限合伙人签订《北京华盖信诚远航医疗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合伙协议》等（以下简称“《合伙协议》”），本公司拟出资人民币 5,000万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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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目标基金份额（以下简称“本次投资”）。本次募集完成后，目标基金的募集

资金总额预计约为人民币 306,667万元；其中，本公司将作为有限合伙人持有目

标基金约 1.63%的份额。 

本公司将以自筹资金支付本次投资的对价。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投资无需提请本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 

 

二、 目标基金的基本情况 

1、基金名称：北京华盖信诚远航医疗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设立时间：2018 年 8月 

3、目标基金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基金业协会”）完

成备案，登记编号：SES400 

4、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能源东路 1号院 1号楼 4层 1单元 401-3 

5、基金规模：本次募集完成后，目标基金的募集资金总额预计约为人民币

306,667 万元。 

6、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不含中介服务）；财务咨询（不得开展审计、验资、查账、评估、会计咨询、

代理记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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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账报

告、评估报告等文字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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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出资时间为 2028年 8月 3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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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设立目的： 

凭借专业的投资管理团队、权威的行业专家顾问团队，通过投资医疗健康行

业（包括生物制药、医疗器械、医疗服务等领域）中具备一定技术、人才、专利

优势的初创期、早中期和成熟期企业，有效整合医疗行业资源，助力中国具有发

展潜力的医药企业成长，致力于为投资人创造长期稳定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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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管理模式： 

目标基金为有限合伙制基金，由目标基金和普通合伙人委托基金管理人提供

日常运营管理服务。普通合伙人为目标基金之执行事务合伙人，普通合伙人有权

根据《合伙协议》约定排他性地拥有目标基金及其投资业务以及其他活动之管理、

控制、运营、决策的全部权力，该等权力由普通合伙人直接行使或通过其委派的

代表行使。有限合伙人不参与执行有限合伙事务。 

截至本公告日，目标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华盖医疗、目标

基金的管理人为华盖资本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盖资本”）。 

9、管理费及利润分配安排 

（1）管理费：投资期内，按目标基金所有合伙人认缴出资额之和的 2%/年支

付；投资期结束后或投资期中止期间，按目标基金所有合伙人实缴出资中已用于

项目投资但尚未退出的投资本金和根据相关投资交易文件需交付的投资款之总

额的 2%/年支付。 

（2）业绩奖励及利润分配安排：当所有合伙人的投资额得到返还、并按约定

向各有限合伙人分配利息补偿款项及向普通合伙人支付业绩奖励后，剩余收益由

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按 80%和 20%的比例进行收益分配、有限合伙人之间按

照各自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3）目标基金应以本公司同意的方式对目标基金资产进行变现后再对本公司

进行现金分配。 

10、盈利模式：目标基金将以股权投资项目的退出收益为主要盈利模式。 

11、投资计划： 

目标基金关注中国快速成长的医疗健康全产业链的投资及整合机会，坚持价

值发现和价值创造的投资理念，聚焦投资具有高技术壁垒、可快速扩张和杰出研

发实力的细分领域龙头企业。 

截至本公告日，目标基金在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及医疗服务领域已完成多个

项目投资，符合基金投资策略。 

12、投资方式：包括股权投资及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投资方式。 

13、退出机制：  

（1）在境内外主要资本市场进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借壳上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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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并进行公开转让； 

（3） 被上市公司、并购基金或其他产业或机构/个人投资者等收购； 

（4） 股权回购、优先清算等；以及 

（5） 普通合伙人认为合适的且不会损害有限合伙利益的其他退出方式。 

14、投资决策机制：目标基金的投资业务由投资决策委员会决定，投资决策

委员会由四名委员组成，人选由普通合伙人独立决定。 

15、存续期限：目标基金的期限自其首次交割日（即 2019年 4月 12日，下

同）起五年之日止。经普通合伙人单方同意，目标基金的期限可延长两年。此外，

若普通合伙人同意且同时满足下述三项条件的情况下，其期限还可再延长一年：

（1）目标基金对拟投资项目的投资已完成，且有限合伙人已收回其对目标基金

缴付的全部出资；（2）目标基金投资的项目存在上市退出或者并购退出安排，

且预期有较好的经济收益；（3）经认缴出资额（总和）80%的有限合伙人同意。 

16、投资期：自首次交割日起至首次交割日的第三个周年对应日或根据《合

伙协议》约定提前结束。 

17、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目标基金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其总资

产约为人民币 92,726 万元，所有者权益约为人民币 92,071万元，负债总额约为

人民币 655 万元；2019 年 4 月至 12 月，目标基金实现主营业务收入约人民币 0

元，实现净利润约人民币-3,013万元。 

18、投资人出资进度 

截至本公告日，普通合伙人已认缴人民币约 3,102万元的目标基金份额，实

缴出资人民币约 1,241 万元，后续将根据《合伙协议》继续履行出资义务；有限

合伙人已合计认缴人民币约 303,564万元的目标基金份额，已实缴出资人民币约

104,936 万元，后续将根据《合伙协议》继续履行出资义务。 

19、登记备案：目标基金已完成基金产品备案；本次募集完成后，将依据基

金业协会的要求办理变更登记。 

20、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经合理查询，截至本公告日，除本次投资外，目标基金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亦无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与本公司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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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关利益安排，且与第三方不存在其他影响本集团利益的安排。 

 

三、 目标基金的投资主体及管理人 

1、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 

截至本公告日，目标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华盖医疗，其基

本情况如下： 

（1）成立时间：2013年 12 月 19日 

（2）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许小林 

（4）股东情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 

（人民币 万元） 
占比（%） 

华盖资本有限责任公司 700  70 

嘉宸伟业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150  15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华盖康盈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  15 

总计 1,000  100 

（5）华盖医疗已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

P1002607 

（6）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18 号院 1号楼 701-08室 

（7）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财务顾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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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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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主要财务数据：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华盖医疗的总资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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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币 8,384 万元，所有者权益约为人民币 726 万元，负债总额约为人民币

7,658万元；2018年度，华盖医疗实现主营业务收入约人民币 4,252万元，实现

净利润约人民币 393 万元。 

（9）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经合理查询，截至本公告日，该普通合伙人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

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亦无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与本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

安排，且与第三方不存在其他影响本公司利益的安排。 

2、有限合伙人 

目标基金本次募集完成后，包括本公司在内，共有 35 名有限合伙人认缴目

标基金的基金份额。基本情况请见下表： 

有限合伙人 
认缴金额 

（人民币 万元） 

认缴金额 

占目标基金的份额比例（%） 

本公司 5,000 1.63 

其他机构投资者      298,564 97.36 

经合理查询，截至本公告日，其他有限合伙人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亦无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与本公司不存在相关利

益安排，且与第三方不存在其他影响本公司利益的安排。 

3、管理人 

截至本公告日，目标基金的管理人为华盖资本，其基本情况如下： 

（1）成立时间：2012年 9月 13日 

（2）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许小林 

（4）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 

（人民币 万元） 

占比 

（%）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3,000   30 

北京尚林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800 28 

北京广仁子路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100   21 

嘉宸伟业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1,000 10 

北京宇宸华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0 5 

宁波华盖德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0 4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犇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 2 

总计 10,000  100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8080749c4370de3b69d8cc2466d2fd22.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c0b4ad75c39039ea1a36e0f39e478911.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e1fbabb11e0725bd36e20c958c5b2069.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388d180928113b973403977650773cbe.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4626e17de1137f5d4fdcf55acc67122a.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edb060d379341db57da2e68f890f527b.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c32e033f59d0fdc662f07bba83408c6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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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华盖资本已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

P1001926 

（6）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北大街 8号 505A 

（7）经营范围：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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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主要财务数据：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华盖资本的总资产约

为人民币 22,394 万元，所有者权益约为人民币 3,399 万元，负债总额约为人民

币 18,995万元；2018年度，华盖资本实现主营业务收入约人民币 9,979 万元，

实现净利润约人民币 717万元。 

（9）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经合理查询，截至本公告日，华盖资本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

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亦无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与本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

且与第三方不存在其他影响本公司利益的安排。 

 

四、 本次投资的目的及影响 

目标基金的投资领域涵盖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医疗服务等大健康领域。通

过本次投资，有利于借助专业机构的投资能力、渠道及资源，挖掘并储备行业内

的优质项目，促进本集团在大健康产业相关领域的布局。 

本次投资系在保证日常经营发展所需资金的前提下，参与认购目标基金份

额；预计本次投资不会对本集团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五、 风险提示 

目标基金所投资的项目可能受到（包括但不限于）政策法规、经济环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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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周期、市场变化、投资标的经营情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且投资周期较长，本

次投资可能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收益、不能及时有效退出等风险，且无保本及最低

收益承诺。 

本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事项信息披露

业务指引》及相关法规要求，披露相关事项的重大进展。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六、 备查文件 

《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