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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31        证券简称：环旭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22-061 

转债代码：113045        转债简称：环旭转债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自有资金认购私募基金份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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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情况概述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上海曜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

称“耀途资本”)及13位合伙人共同签署了《苏州耀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合伙协议》，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LP），投资苏州耀途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伙企业”）。合伙企业的目标认缴出资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15亿元，可以多次交割进行募集，首次交割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7.93亿元，

其中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3,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2月21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自

有资金认购私募基金份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101）。 

二、相关进展情况 

合伙企业新进8位有限合伙人，第二次交割后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11.28亿

元。公司总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未发生变化。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已实缴出资1,200万元。 

（一）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各合伙人认缴出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或名称 
住所或主要经营场

所 

出资

方式 

认缴出资

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

例 

承担责任

方式 

普通合伙人 

上海曜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市崇明区 货币 2,000 1.7730% 无限责任 

有限合伙人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张江高科技

园区 
货币 3,000 2.6596% 有限责任 

圣邦微电子（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 货币 3,000 2.6596% 有限责任 

上海力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 
货币 5,000 4.4326% 有限责任 

江苏芯卓投资有限公司 无锡市滨湖区 货币 5,000 4.4326% 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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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或名称 
住所或主要经营场

所 

出资

方式 

认缴出资

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

例 

承担责任

方式 

上海川月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 货币 4,000 3.5461% 有限责任 

天津仁爱智彤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自贸试验区 货币 5,000 4.4326% 有限责任 

嘉兴天府骅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

区 
货币 10,000 8.8652% 有限责任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市滨江区 货币 4,000 3.5461% 有限责任 

宁波耀途创思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浙江省宁波象保合

作区 
货币 15,800 14.0071% 有限责任 

孙小平 上海市黄浦区 货币 5,000 4.4326% 有限责任 

邳州经开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徐州市邳州市经济

开发区 
货币 5,000 4.4326% 有限责任 

苏州工业园区元禾鼎盛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国(江苏)自由贸

易试验区 
货币 5,000 4.4326% 有限责任 

上海建发造强私募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上海市杨浦区 货币 3,000 2.6596% 有限责任 

青岛银盛泰科慧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

区 
货币 6,000 5.3191% 有限责任 

徐州汇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徐州市邳州市 货币 5,000 4.4326% 有限责任 

宁波泓宁亨泰芯祥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

区 
货币 7,000 6.2057% 有限责任 

苏州旭创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江苏）自由

贸易试验区 
货币 3,000 2.6596% 有限责任 

上海众源二期私募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中国（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 
货币 5,000 4.4326% 有限责任 

南京江北新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市浦口区 货币 3,000 2.6596% 有限责任 

上海梨阳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上海市奉贤区 货币 5,000 4.4326% 有限责任 

深圳华安汇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深圳市罗湖区 货币 3,000 2.6596% 有限责任 

上海交大菡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上海市嘉定区 货币 1,000 0.8865% 有限责任 

合计： - - 112,800 100.0000% - 

 

（二）新进有限合伙人的基本情况 

（1） 徐州汇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382MA22J9KM8K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0 年 09 月 24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江苏新华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00.0000 万（元） 

住所：徐州市邳州市东湖街道岠山路 1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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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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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情况：已完成私募基金备案，基金编号：SNC894。 

主要股东情况： 

序号 合伙人名称 持股比例（%） 

1 江苏润城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80.0000% 

2 江苏新华日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9.5000% 

3 江苏新华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GP） 0.5000% 

（2） 宁波泓宁亨泰芯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7DCWBH3M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1 年 12 月 13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泓宁亨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800.0000 万（元）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街道梅山盐场 1 号办公楼十二号 3560

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

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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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情况： 

序号 合伙人名称 持股比例（%） 

1 宁波泓宁亨泰慈牛永礼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9.9500% 

2 宁波泓宁亨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GP） 0.0500% 

（3） 苏州旭创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6739170837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08 年 04 月 14 日 

法定代表人：刘圣 

注册资本：283,460.0000 万（元） 

住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霞盛路 8 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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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

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光

通信设备制造；光通信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光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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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销售；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销售；集

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

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企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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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4） 上海众源二期私募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H3PW61N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1 年 04 月 27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众源二期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201,000.0000 万（元）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水芸路 432 号 5005 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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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案情况：已完成私募基金备案，基金编号：SQT908。 

主要股东情况： 

序号 合伙人名称 持股比例（%） 

1  上海临港新片区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9.8507% 

2  上海报业集团文化新媒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3.8806% 

3  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19.9005% 

4  上海精文投资有限公司 9.9502% 

5  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5.9701% 

6  上海闵行金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9751% 

7  上海莘驰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4.9751% 

8  上海众源二期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GP） 0.4975% 

（5） 南京江北新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MA1MM6H38Y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成立日期：2016 年 06 月 03 日 

法定代表人：张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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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200,000.0000 万（元） 

住所：南京市浦口区天浦路 6 号 

经营范围：发起设立子基金；基金管理业；实业投资、股权投资、创业

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投资管理、资产受托管理、股权管理及投资管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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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案情况：已完成私募基金备案，基金编号：SW8582。 

主要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江苏省政府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50.0000% 

2  南京扬子国资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5.0000% 

3  南京市六合区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 7.5000% 

4  南京大江北国资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7.5000% 

5  南京江北新区中央商务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0000% 

6  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 5.0000% 

（6） 上海梨阳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20MA1JJR9513 

企业类型：个人独资企业 

成立日期：2021 年 5 月 25 日 

投资人：蒋茂远 

注册资本：200.0000 万（元） 

住所：上海市奉贤区海坤路 1 号 1 幢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

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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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情况： 

序号 投资人姓名 持股比例（%） 

1 蒋茂远 100.0000% 

（7） 深圳华安汇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UU7J55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19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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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事务合伙人：华安汇富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4,200.0000 万（元）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新秀社区沿河北路 1002 号瑞思大厦三层

B356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信息

咨询（不含人才中介服务、证券、期货、保险、金融业务及其它限制项目）。

（企业经营涉及前置性行政许可的，须取得前置性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

营）。 

备案情况：已完成私募基金备案，基金编号：SJT647。 

主要股东情况： 

序号 合伙人名称 持股比例（%） 

1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8.1308% 

2 华安汇富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GP） 1.8692% 

（8） 上海交大菡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FL7372P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19 年 12 月 25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菡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50,100.0000 万（元） 

住所：上海市嘉定区云谷路 599 弄 6 号 205 室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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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案情况：已完成私募基金备案，基金编号：SJF262。 

主要股东情况： 

序号 合伙人名称 持股比例（%） 

1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99.8004% 

2 上海菡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GP） 0.1996% 

 

特此公告。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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