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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拟参与设立新能源 

基金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3 日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参与设立新能源

基金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1】0268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现回复如下： 

一、公告称，上海歆稜本次増资后，上海懿添新能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懿添管理）、上海强麟企业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强麟企业）、上海珺沁商务

咨询事务所（以下简称珺沁商务）、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分别认缴 100 万元、12000 万元、8000 万元、20000 万元。工商信息显示

强麟企业和珺沁商务均为个人独资企业，且股东认缴出资额均为 10 万元，远小

于其在上海歆稜中的认缴金额。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各方是否与公司及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利益相关方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往来；（2）本次投

资是否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进行；（3）上

海歆稜其他合伙人的资金来源，是否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或其他利益相关方；（4）在后续实缴上海歆稜出资款时，各合伙人是否会

同时按认缴比例缴付。 

公司回复： 

（1）上海歆稜除公司以外的合伙人强麟企业、珺沁商务的实际投资人分别

为徐强、王美君，投资人基于税务筹划考虑成立个人独资企业进行投资，与公司

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包士金先生或其他利益相关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往

来。 

（2）本次投资系公司基于经营业务发展考虑作出的对外投资，不是为公司

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包士金先生或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而进行。此次的 2



亿元投资与公司2020年9月公告中大股东资金占用 2.441亿元的偿还没有关系。 

（3）上海歆稜其他合伙人的资金来源均来自其股东的自有和自筹资金，与

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包士金先生或其他利益相关方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

接关系。 

（4）根据合伙协议，所有有限合伙人的缴付期限为 2021 年 6 月 30 日。后

续实缴上海歆稜出资款时，公司会关注并要求其他合伙人严格按照合伙协议约定

按时、足额缴付，并按照上市公司相关规则及时披露。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关注了上海歆稜各合伙人的背景、关联关系和出资来源，与公司及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包士金先生或其他利益相关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往来。

上海歆稜及各合伙人的出资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其出资与上市公司及实际控

制人没有关系，上市公司本次投资的 2 亿元与之前发生的 2.441 亿元大股东资金

占用的偿还也不存在关系。后续独立董事也会关注上海歆稜及各合伙人的缴款进

度和上市公司的相关披露，保护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不受损害。 

 

二、公告称，公司 2020 年净利润 2.34 亿元，本次投资金额相对较大。上海

歆稜重点投资新能源及其相关行业。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公司主营情况，

说明本次投资是否对其主营业务造成不利影响；（2）截至目前，上海歆稜是否已

有意向投资标的，如有请披露详细情况；（3）上海歆稜后续投资中，其投资范围

是否包括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往来的标的，如存在，

公司如何确保决策时的独立性。 

公司回复： 

（1）本次投资对主营业务不会造成不利影响，相反可以借助各合作方的专

业和资源优势促进公司主营业务的市场开发。首先，公司主营业务是风电铸件，

风电行业的前十五大整机厂商占据全球 85%左右的市场份额，行业集中度较高，

公司多年积累的优质客户均排名在全球前十大整机厂商，公司主营业务较为稳定。

其次，21 年国内陆上抢装结束后进入陆上风电平价时代，整机价格下降幅度较

大，原材料价格上涨，公司在风机铸件的利润空间受到一定程度挤压，公司除了

加强内部精细化管理以外，也希望在新能源领域有业务上的突破。另外，公司河

北已建的风场运营业绩较好，跟整机厂商之间的深入合作也对铸件业务有促进作



用。通过风场的建设和运营，公司对于产业的理解、产品的定位、客户的需求也

有更深入的认识，可以更好地服务整机厂商，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公司希望通

过本次投资将这部分经验积累有机会进一步应用和发展。最后，本次投资会使用

公司一部分现金，但不会对公司现金流造成大的不利影响。 

（2）上海歆稜拟出资不低于 8000 万元人民币对上海懿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懿杉新能源”）进行投资。实际投资估值以评估报告为准。具体

的投资方案将由召开投资决策委员会召开正式会议进行决策，目前尚在论证阶段

中。意向标的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标的公司：上海懿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懿杉新能源”） 

成立日期：2017 年 12 月 7 日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万源路 2800 号 

注册资本：225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230MA1K05AX46 

具体股权结构： 



 

 

 

  

 

上海双创企业管理中心 

张赛美 

100% 

上海懿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600021） 上海双创宝励能源技术中心（有限合伙） 

40% 60% 

上海双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襄银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GP 0.07% 99.93% 

上海弘赛企业管理中心 

30% 

上海绮沅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70% 

GP 1.43%  

上海灏平商

务咨询中心 

59.14% 39.43% 

GP 0.1% 

上海双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99.9% 

张赛美 

100% 

戴思元 

100% 

上海隽黔商务咨询事务所 

何君琦 

100% 

上海双创宝励股权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GP 0.3322 %  

上海宝山城乡建设

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33.2226% 33.2226% 

 

上海双创宝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90% 宝山区政府 

100% 

100% 上海科技创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33.2226% 

上海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 

100% 

上海双创企

业管理中心 

张赛美 

100% 

10% 

上海隽黔商务咨

询事务所 

何君琦 

100% 

49% 

51% 



懿杉新能源自 2017 年成立至今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为上市公司，大股东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系国有法人股东。上海双

创宝励能源技术中心（有限合伙）穿透后实际控制人是张赛美。懿杉新能源的实

控人及穿透后的所有主体均与上市公司及实控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和其他利

益往来。 

经营范围为：新能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

让，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电气设备及备件、工业自动化设备、电子产品、通

讯设备、仪器仪表、机电设备及配件、环保设备的销售，机电安装工程，合同能

源管理，太阳能设备安装、维修。（以工商登记为准） 

历次变更：2019 年 7 月 25 日，进行章程备案。2019 年 12 月 6 日进行如下

变更：（1）由上海市崇明区新河镇新申路 921 弄 2 号 W 区 118 室（上海富盛经

济开发区）变更为上海市闵行区万源路 2800 号；（2）章程修正案备案。     

懿杉新能源主要从事新能源发电项目的投资和运营管理，涵盖风电、太阳能

发电领域，公司产业辐射长三角，主要新能源项目集中在发达地区，并逐步向全

国开拓，是上海领先的综合能源供应商和服务商之一。 

截至 2020 年年底，懿杉新能源投资并运营管理 6 个光伏发电项目，合计发

电量规模 87MW；2 个陆上风电项目，合计发电量规模 300MW。所有 8 个项目

均已全容量并网发电，并分别进入第六批及第七批国补名单，收益稳定。此外，

懿杉新能源还参与投资了 1 个海上风力发电项目，发电量规模 300MW。该项目

已于 2020 年全容量并网发电，项目的投资资金年化收益率超过 15%。 

上海懿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经审计的财务情况如下（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050,557,522.98 5,012,504,445.88 

负债总额 2,633,250,108.72 2,652,282,724.02 

净资产 2,417,317,414.26 2,360,221,721.86 

 2019 年 2020 年 

营业收入 420,436,046.61 412,592,266.24 

净利润 91,571,049.62 78,775,623.79 

 

（3）上海歆稜的管理人是完全市场化运作的专业投资团队，若上海歆稜后

续投资标的涉及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往来情形的，



则管理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相关协议的约定执行。 

目前的意向投资标的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没有关联关系，未来投资中如果投

到与公司或实际控制人利益相关的主体投资，公司会按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和披

露标准履行相关义务。 

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参与该基金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投资方向，有利于促进公司主营

风电铸件业务，为公司发现新的业务增长点，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推动公司经营业绩持续健康增值。本次投资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现金流的运转，

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造成影响。 

2、公司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的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等内控制度的规定，合法有效。 

3、独立董事后续也会关注基金后续投资标的与公司或者实际控制人利益相

关方的关系，如果投到公司或者实际控制人利益相关的主体投资时，会监督公司

按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进行审议并履行相关披露义务。 

4、懿杉新能源的实控人及穿透后的所有主体均与上市公司及实控人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和其他利益往来。 

 

三、公告称，上海歆稜的经营期间为合伙企业成立之日起 10 年，自成立之

日起的 4 年为投资期，之后 6 年为后续管理及退出期。经普通合伙人决定，合伙

企业合伙期限可以延长。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是否可以

参与决策合伙期限是否延长相关事宜；（2）如公司无法参与决策，请结合公司退

出机制，说明如何有效保障该项投资的可收回性。 

公司回复： 

（1）决策合伙期限是否延长的权利属于上海歆稜的普通合伙人。 

（2）根据上海歆稜的普通合伙人所作出的书面确认：“普通合伙人有权决

策合伙延长合伙期限”的约定是为了应对合伙企业所投资的底层资产在合伙期

限到期时无法退出、清算、变现，且确实无法以非现金方式向各合伙人进行清算

分配的极端特殊情况，防止出现届时因各有限合伙人意见分歧而造成合伙企业的

投资利益受损的情形；根据合伙协议中关于投资期、退出期的约定，正常情况下，

普通合伙人将遵循相关约定并尊重各有限合伙人的决定，不会决定延长合伙期限。 



此外，公司可以通过转让份额等其他法律及合伙协议允许的方式保障实现收

回投资。 

独立董事意见： 

关于决策合伙期限是否延长的权利属于上海歆稜的普通合伙人，公司是基于

诚信经营、友好合作的宗旨与各合伙人达成的一项合伙协议，协议中已约定成立

投资决策委员会，合伙企业的任何投资、退出等均需投资委员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上市公司为投资决策委员会席位中的一员，具有参与投资决策的权利。合伙企业

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投资项目而获取收益，合伙企业中的基金募集、投资、

管理和退出是合伙企业的根基，如果合伙企业的项目不能再为企业带来收益，合

伙协议中已约定了退出机制，合伙企业投资形成的产权（包含底层资产）可以通

过 IPO、股权转让、并购、原股东受让及清算等多种方式退出以保障收回投资。 

公司回复信息，真实、 客观的反应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公告称，上海歆稜普通合伙人懿添管理的法定代表人为徐强，上海强麟

的投资人为徐强。请公司补充披露懿添管理、强麟企业、珺沁商务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公司回复： 

上海强麟的投资人为徐强，目前懿添管理的法定代表人为徐强，因此懿添管

理和强麟存在关联关系。珺沁商务的投资人是王美君，根据懿添管理、上海强麟

和珺沁商务向公司作出的说明，王美君与懿添管理和强麟不存在关联关系。 

独立董事意见： 

懿添管理和强麟存在关联关系，王美君与懿添管理和强麟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回复信息，真实、 客观的反应了懿添管理、强麟企业、珺沁商务的实际情

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此公告。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