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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52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编号：临 2021-28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莱美药业参与投资重庆比邻星医疗知识

产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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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标的名称：重庆比邻星医疗知识产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

定名，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合伙企业”） 

 投资金额：合伙企业初期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3 亿元，广西梧州中恒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集团”或“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莱美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美药业”）认缴出资额为 1 亿元。合伙企业进行

后续增资时，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不超过 6 亿元，莱美药业的认缴出资总额不

超过 1.6 亿元。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投资短期内对公司及莱美药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不会造成重大影响。在合伙企业后续经营中，可能存在项目实施、风险管控、投

资收益的不确定性以及退出等多方面风险因素。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

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为充分借助专业投资机构的团队优势和全球视野下的投资能力，进一步围绕

公司控股子公司莱美药业战略发展规划，布局抗肿瘤、消化道、眼科药物等细分

领域投资标的和创新技术，寻求商业合作机会，提升莱美药业在上述相关领域的

核心竞争力。莱美药业拟与杭州比邻星创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杭州比邻星”）签署《合伙协议》，参与投资设立重庆比邻星医疗知识产

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的名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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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合伙企业初期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3 亿元，莱美药业认缴出资额为 1 亿

元。合伙企业进行后续增资时，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不超过 6 亿元，莱美药业

的认缴出资总额不超过 1.6 亿元。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1 年 3 月 29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表决董事 7 人，实际参加会议表决董事 7 人。会议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子公司莱美药业参与投资重庆比邻星医疗知识产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议案》。 

本次对外投资属于公司董事会的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也无须相关部门的审批。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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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管理人 

（1）企业名称：杭州比邻星创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成立时间：2015 年 10 月 14 日 

（3）注册资本：1,200 万元人民币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10MA27W25E3M 

（5）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6）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比邻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文一西路 1500 号 6 幢 4 单元

865 室 

（8）经营范围：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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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出资结构：梁爽出资比例 74.00%、李喆出资比例 10.00%、杭州宇邻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比例 10.00%、牛彦红出资比例 5.00%、上

海比邻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资比例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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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杭州比邻星合伙人情况：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上海比邻星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有限合伙人为梁爽、李喆、杭州宇邻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牛

彦红。 

（11）关联关系及其他利益关系说明：杭州比邻星目前与公司及莱美药业不

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公司及莱美药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杭州比邻星当前未直接或间接持

有公司及莱美药业股份，无增持公司及莱美药业股份的计划。公司及莱美药业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直接

或间接持有杭州比邻星财产份额。 

（12）杭州比邻星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13）备案情况：杭州比邻星创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编码为 P1030243。 

（14）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 月-12 月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1 月-12 月 

总资产 12,893,018.98 11,891,855.41 

净资产 6,727,887.12 6,583,331.02 

营业收入 18,414,326.49 8,800,338.34 

净利润 1,136,996.74 2,714,711.27 

注：2019 年财务数据已由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0 年数据未经

审计。 

（二）有限合伙人 

1、重庆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1）名称：重庆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科风投”） 

（2）成立时间：1993 年 1 月 16 日 

（3）注册资本：33,598 万元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徐辉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2028822328 

（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7）注册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 33 号（西亚广场商务大厦十五楼） 

（8）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管理（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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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发放贷款以及证券、期货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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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股权结构：重庆科技金融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81.53%、国投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3.39%、重庆高科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5.07% 

（10）关联关系及其他利益关系说明：重庆科风投目前与公司及莱美药业不

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公司及莱美药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联关系或利益安排。截止 2021 年 3 月 19 日，重庆科风

投直接持有莱美药业 0.39%股份。公司及莱美药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直接或间接持有重庆科风投股份。 

（11）重庆科风投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12）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 月-12 月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1 月-12 月 

总资产 748,689,513.41 759,845,368.01 

净资产 651,145,410.08 665,303,567.14 

营业收入 10,244,484.39 2,573,108.17 

净利润 7,523,853.05 1,675,547.19 

注：2019年财务数据已经重庆康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20年数据未经审计。 

2、重庆科兴远健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1）名称：重庆科兴远健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19 年 10 月 22 日 

（3）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徐辉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60KQP90A 

（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7）注册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时代天街 16 号 1-12# 

（8）经营范围：股权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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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股权结构：重庆渝中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99%、重庆

科兴远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 

（10）关联关系及其他利益关系说明：重庆科兴远健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目前与公司及莱美药业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公司及莱美药业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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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重庆科兴

远健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当前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及莱美药业股份。公司及

莱美药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未持有重庆科兴远健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股份。 

（11）重庆科兴远健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12）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 月-12 月 

总资产 23,184,938.40 

净资产 23,184,938.40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1,832,461.60 

注：以上财务数据已经重庆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3、成都市菁蓉创富投资有限公司 

（1）名称：成都市菁蓉创富投资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16 年 3 月 31 日 

（3）注册资本：120,000 万元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向烈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5MA61U39Y6W 

（6）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7）注册地址：成都市青羊区顺城大街 308 号 22 楼 2108 室 

（8）经营范围：创业投资、投资与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不得从事非法集资、

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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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股权结构：成都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75%、成都创新风险

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25% 

（10）关联关系及其他利益关系说明：成都市菁蓉创富投资有限公司目前与

公司及莱美药业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公司及莱美药业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成都市菁蓉创

富投资有限公司当前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及莱美药业股份。公司及莱美药业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直接

或间接持有成都市菁蓉创富投资有限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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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成都市菁蓉创富投资有限公司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12）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 月-12 月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1 月-12 月 

总资产 1,232,496,278.11 512,238,196.81 

净资产 1,138,287,334.02 405,811,755.54 

营业收入 0.00 424,287.67 

净利润 -857,754.85 8,454,597.01 

注：以上数据已经四川中衡安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三、拟投资的合伙企业基本情况 

1、合伙企业名称：重庆比邻星医疗知识产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

定名，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  

2、合伙企业规模：初期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3 亿元，在后续增资完成后

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不超过 6 亿元。 

3、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为

准）。 

4、出资方式及出资金额：所有合伙人均为以人民币现金出资。各有限合伙

人的首期出资在合伙协议签署日后三年内根据普通合伙人签发的缴付出资通知

书分三期缴付，各合伙人的首期认缴出资额及各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占有限合伙企

业认缴出资总额的比例如下所示： 

在后续增资期内，普通合伙人可自行决定接受现有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人

增加认缴出资额或接受新的有限合伙人认缴本有限合伙企业出资。 

有限合伙企业在后续增资期的认缴出资总额达到 60,000 万元时，莱美药业

合伙人名称/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 占比(%) 合伙人类型 

杭州比邻星创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00 1.0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

合伙人 

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33.33 有限合伙人 

重庆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3,000 10 有限合伙人 

重庆科兴远健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3,000 10 有限合伙人 

成都市菁蓉创富投资有限公司 4,700 15.67 有限合伙人 

社会资本 9,000 30 有限合伙人 

总计 30,00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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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缴出资总额不超过 16,000 万元。普通合伙人承诺，普通合伙人的认缴出资

比例不低于有限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的 1%。 

5、投资目标及方式：合伙企业的投资目标主要聚焦于医疗健康相关领域创

新性企业，拟定投资范围包括眼科、肿瘤、心脑、肺、消化、代谢、免疫疾病相

关的创新药，高端医疗器械和耗材、细胞基因生物技术、以及生命科学仪器和诊

断。在投资阶段上，合伙企业主要投资于成长期企业，兼顾其他阶段。投资方式

为对企业进行股权/以股权投资为目的的投资和/或符合法律规定及本协议约定的

其它投资，从资本收益中为合伙人获取良好回报。 

6、合伙期限：合伙企业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成立，合伙期限为七年，或

经合伙人会议通过，变更本有限合伙企业的合伙期限。 

7、投资和退出机制：任何投资项目之投资及退出决定须经投资决策委员会

成员的过半数（包括关键人士）表决通过后方由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 

 

四、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1、出资方式、认缴出资、出资缴付 

（1）所有合伙人均以人民币现金出资。 

（2）认缴出资 

①全体合伙人对本有限合伙企业的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30,000 万元。 

②本有限合伙企业在后续增资期的认缴出资总额达到 60,000 万元时，莱美

药业的认缴出资总额不超过 16,000 万元。 

③普通合伙人承诺，普通合伙人的认缴出资比例不低于本有限合伙企业认缴

出资总额的 1%。 

（3）出资缴付 

①各有限合伙人的出资在本协议签署日后三年内根据普通合伙人签发的缴

付出资通知书分三期缴付。缴付出资通知书应载明各有限合伙人该期出资占其各

自认缴出资额的比例（“出资比例”）、该期出资应缴付金额和该期出资到账截止

日。 

②原则上各有限合伙人的首期出资的出资比例为 40%，第二期出资比例及第

三期出资比例分别为 30%和 30%。每一期出资均由各有限合伙人同期按照其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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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出资额的比例分别缴付。 

③普通合伙人发出各期后期出资通知受限于如下条件得到满足：（本有限合

伙企业已经支付的费用+本有限合伙企业已投项目的投资成本）/本有限合伙企业

届时的实缴出资总额大于 70%。 

（4）后续增资 

①普通合伙人可以自行决定接受新合伙人认缴本有限合伙企业出资或接受

现有合伙人增加认缴出资额的期限，即自 1）本有限合伙企业备案完成之日起六

个月届满日止；2）本有限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达到人民币 60,000 万元。（二

者孰早） 

②莱美药业对在后续增资期内，医疗产业背景的新有限合伙人的增加有一票

否决权。 

2、投资业务 

（1）投资目标 

本有限合伙企业的投资目标主要聚焦于医疗健康相关领域创新性企业，拟定

投资范围包括眼科、肿瘤、心脑、肺、消化、代谢、免疫疾病相关的创新药，高

端医疗器械和耗材、细胞基因生物技术、以及生命科学仪器和诊断。在投资阶段

上，本有限合伙企业主要投资于成长期企业，兼顾其他阶段。投资方式为对企业

进行股权/以股权投资为目的的投资和/或符合法律规定及本协议约定的其它投资，

从资本收益中为合伙人获取良好回报。 

（2）投资及退出 

各合伙人确认，本有限合伙企业的投资退出封闭期的初始期限为七年，从备

案完成之日起算。其中，前四年为投资期，剩余时间为管理期。 

（3）投资限制 

①本有限合伙企业不得主动投资于不动产或其他固定资产、动产、二级市场

公开交易股票、开放或封闭式基金等。但是以下情形除外：被投资公司上市后，

本有限合伙企业所持被投资公司股份的未转让部分及其配售部分。 

②未经咨询委员会会议通过，本有限合伙企业不得对同一被投资公司进行超

过本有限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 20%的投资。 

③未经合伙人会议通过，本有限合伙企业合伙期限内不得对外提供担保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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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举债。 

④如果本有限合伙企业进行可转债投资的，应当以股权投资为目的，且可转

债的投资期限不得超过 1 年。 

3、合伙事务执行 

（1）本有限合伙企业的合伙事务由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全体合伙人以签

署本协议的方式一致同意选择普通合伙人杭州比邻星创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担任本有限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2）执行事务合伙人拥有《合伙企业法》及本协议所规定的对于本有限合

伙企业事务的独占及排他的执行合伙事务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决策、执行本

有限合伙企业的投资及其他业务；管理、维持和处分本有限合伙企业资产等。 

4、投资决策委员会 

本有限合伙企业设置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由 5 名成员组成，其

中，3 名成员由普通合伙人指定，1 名成员由莱美药业指定，1 名由有限合伙人

重庆科风投指定。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对投资团队提交的投资项目进行审议并做

出决议。任何投资项目之投资及退出决定须经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的过半数（包

括关键人士）表决通过后方由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莱美药业对非本协议约定的

投资目标和方向的项目有一票否决权。 

5、合伙人会议 

合伙人会议由普通合伙人召集并主持。合伙人会议讨论决定如下事项： 

（1）听取普通合伙人的年度报告； 

（2）批准普通合伙人根据本协议相关约定提出的向合伙人进行非现金分配

的议案； 

（3）批准取得咨询委员会成员名额的有限合伙人不再持有咨询委员会成员

名额； 

（4）执行事务合伙人（即普通合伙人）除名； 

（5）批准普通合伙人提出的本有限合伙企业对外举借债务、对外提供担保

的议案； 

（6）除本协议明确授权普通合伙人独立决定事项之相关内容外，本协议其

他内容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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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有限合伙企业的解散及清算事宜； 

（8）批准普通合伙人向非其关联人的第三方转让其持有的本有限合伙企业

财产份额的议案； 

（9）属于咨询委员会决定事项，但咨询委员会会议未在普通合伙人合理指

定的期限内召开会议作出决议的，或普通合伙人自主判断认为咨询委员会决议不

合理的； 

（10）根据法律、法规及本协议约定的应当由合伙人会议决定的其他事项 

合伙人会议讨论上述第（4）、第（7）及第（8）项所列事项时，由合伙人一

致通过方可作出决议；合伙人会议讨论其他事项时，由合计持有本有限合伙企业

实缴出资总额三分之二及以上的合伙人通过方可作出决议，但法律另有规定或本

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 

6、咨询委员会 

（1）咨询委员会对下列事项进行讨论并作出批准决定或向普通合伙人提出

建议： 

①批准需由咨询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利益冲突和关联交易事项； 

②批准普通合伙人提出的关于本有限合伙企业对同一被投资公司的投资总

金额超过本有限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 20%的议案； 

③批准执行事务合伙人管理团队关键人士变动的议案； 

④批准普通合伙人提出的关于更换本有限合伙企业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⑤本协议规定的其他需由咨询委员会评议的事项； 

⑥普通合伙人认为应当征询咨询委员会意见的其他事项。 

7、分配与亏损分担 

（1）分配 

①本有限合伙企业因对外投资取得的现金所得包括但不限于从被投资企业

取得的股息、红利，被投资企业预分配现金，转让对被投资企业投资的转让所得，

被投资企业清算所得或其他根据本协议约定进行对外投资所取得的收入，但需扣

除本有限合伙企业就该等现金所得应缴纳的税费（如有）。 

②本有限合伙企业取得可分配现金所得，则按如下分配步骤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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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分配：本有限合伙企业取得对外投资现金所得首先按照各合伙人的调

整后实缴出资额比例分配给所有合伙人，直至所有合伙人均收回其全部实缴出资

额。 

第二轮分配：如经过第一轮分配后，本有限合伙企业仍有可分配的现金所得，

则向全体合伙人按其各自调整后实缴出资额比例分配，使得全体合伙人实缴出资

额对应的各笔实缴出资实际占用天数的投资年化单利收益率达到 8%。 

第三轮分配：如经过前两轮分配后，本有限合伙企业仍有可分配的现金所得，

向普通合伙人进行分配，直至普通合伙人本轮分配取得的金额相当于第二轮分配

以及本轮分配金额之和的 20%。 

第四轮分配：如经过第三轮分配后，本有限合伙企业仍有可分配的现金所得，

则该等可分配现金所得及之后所有可分配现金所得中的 80%由全体合伙人按其

各自调整后实缴出资额比例分配，2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 

③非现金分配 

在本有限合伙企业清算之前，普通合伙人应尽其最大努力将本有限合伙企业

的投资变现、避免以非现金方式进行分配；但如普通合伙人自行判断认为非现金

分配更符合全体合伙人的利益，则普通合伙人可以提出，并经合伙人会议表决通

过，以非现金方式进行分配。 

（2）亏损和债务承担 

①本有限合伙企业的亏损由合伙人根据本协议之规定承担。 

②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对本有限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普通

合伙人对本有限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8、本协议生效 

任何一名有限合伙人签署本协议后，本协议即对该有限合伙人生效。 

 

五、设立投资合伙企业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莱美药业通过本次投资比邻星医疗知识产权基金，充分利用优秀基金管理团

队的专业投资能力和全球资源网络，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创新技术和优秀创业团队，

通过投资拉动，创造深度业务合作和发展机会，为公司及其股东的长期发展创造

更多机会，创造更多有竞争力的创新增长点。本次投资有利于莱美药业借助专业



12 

机构资源丰富肿瘤、眼科药物相关品种，有利于莱美药业在肿瘤、眼科等相关领

域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有助于公司及莱美药业经营发展和战略目标的实现。 

本次投资短期内对公司及莱美药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在合伙企业后续经营中，可能存在项目实施、风险管控、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以

及退出等多方面风险因素。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未参与投资基金份额认购、未在投资基金中任职。本次合作事项不存在同业

竞争或关联交易情形。 

 

七、备查文件 

1、《合伙协议》； 

2、中恒集团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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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仅为《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莱美药业参

与投资重庆比邻星医疗知识产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告》盖章页）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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