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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43       证券简称：广州酒家          公告编号：2023-007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投资设立广东广梅预制菜产业投资基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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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的基金名称：广东广梅预制菜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暂定名，以实际工商注册名称为准） 

 投资金额：公司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6,000万元，占认缴出资总额 30%

份额。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特别风险提示：基金存在合伙人由于主客观因素导致出资不到位、退伙

以及其他无法达到募集目标的风险因素，同时投资进度、投资收益均存在一定的

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立足于公司的长远规划，聚焦

主业，为加快推进食品上下游产业链业务发展，于 2023 年 3 月 6 日与广东省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农业基金管理公司”)、千行资本

管理（横琴）有限公司(下称“千行资本”)、广东省预制菜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下称“预制菜母基金”)、梅州广梅产业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下

称“广梅园”）、广东千行广酒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千行创

业”）、广东客都文旅有限公司(下称“客都文旅”)签署了《广东广梅预制菜产

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下称“合伙协议”或“本协议”），

共同出资设立广东广梅预制菜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预制

菜基金”或“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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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菜基金主要围绕预制菜、食品加工产业链及食材产业链等相关产业进行

投资，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总额为 2亿元（人民币，下同），本公司作为有限合

伙人拟出资 6,000万元，占认缴出资总额的 30%份额。 

根据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的交易金额属于管理

层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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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合伙人/基金管理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1、基本信息 

名称：广东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AND6X43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杨威荣 

成立日期：2017 年 12月 22日 

住所：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 106 号(自编 1 号楼)X1301-G5005(集群注

册)(JM)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财务咨询;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

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

营活动） 

股权结构：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健控股”）持股 70%，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新陆实业有限公司持股 15%、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5%。其中，恒健控股是经广东省政府批准设立、由广东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

责的国有独资公司，是广东省级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2、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2年 12月 31日 

（未审计） 

2021年 12月 31日 

（审计） 

总资产 11,950.21 11,222.02 

净资产 11,877.77 10,50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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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指标 
2022年 1-12月 

（未审计） 

2021年 1-12月 

（审计） 

营业收入 2,220.91 4,354.01 

净利润 1,369.06 2,849.10 

3、登记备案情况：农业基金管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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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68539。 

4、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说明：农业基金管理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拟增持本公司股份，不存在与本公司

的相关利益安排，不存在与第三方影响本公司利益的其他安排。 

（二）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1、基本信息 

名称：千行资本管理（横琴）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4WP0HAXE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邱炜 

成立日期：2017 年 6月 14日 

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号 105 室-31604（集中办公区）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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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天枢（广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50%，邱炜持

股 36%，天玑（广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14%。 

2、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2年 12月 31日 

（未审计） 

2021年 12月 31日 

（审计） 

总资产 1,727.47 1,668.43 

净资产 473.23 397.96 

主要财务指标 
2022年 1-12月 

（未审计） 

2021年 1-12月 

（审计） 

营业收入 1,443.19 826.70 

净利润 75 -701.13 

3、登记备案情况：千行资本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

https://www.qixin.com/company/7e497d88-8109-4a4d-aaaf-b0fc011a122a
https://www.qixin.com/company/c4021470-8963-4153-b2e8-5a6c090d7e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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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登记编码为：P1064946 

4、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说明：千行资本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拟增持本公司股份，不存在与本公司的相关

利益安排，不存在与第三方影响本公司利益的其他安排。 

（三）除本公司外的其他有限合伙人 

1、广东省预制菜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5MABRJ80N5Y 

类型：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50200 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广州元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广东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2 年 6月 29日 

住所：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 106号（自编 1号楼）X1301-C014035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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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广东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省农业基金”）持股 49.8008%，韶关市高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高华公司”）持股 49.8008%，广州元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0.1992%，广

东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0.1992%。其中，省农业基金

经广东省政府批准、以广东省级财政出资，由恒健控股发起设立。高华公司为广

东民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公司。 

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2年 12月 31日 

（未审计） 

2021年 12月 31日 

（审计） 

总资产 399.63 / 

净资产 399.63 / 

主要财务指标 
2022年 1-12月 

（未审计） 

2021年 1-12月 

（审计） 

营业收入 0 / 

净利润 -0.37 / 

（注：该合伙企业于 2022 年 11月 1日完成私募基金产品备案，基金编号 SVY611）。 

https://www.qixin.com/company/c1b71e9e-c26f-4515-bf75-ece9f7645278
https://www.qixin.com/company/d22421f2-5457-452b-b925-fe549b5d6135
https://www.qixin.com/company/ee093e14-17c8-4e0f-ae8f-f8f93a7ab1b1
https://www.qixin.com/company/35de17ea-6e6c-4d89-8748-e5213fea9256
https://www.qixin.com/company/35de17ea-6e6c-4d89-8748-e5213fea9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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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说明：预制菜母基金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拟增持本公司股份，不存在与本公司的相关

利益安排，不存在与第三方影响本公司利益的其他安排。 

2、梅州广梅产业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400095440112P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4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黄宇进 

成立日期：2014 年 3月 14日 

住所：广东梅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经营范围：企业自有资金投资，企业总部管理，市场管理，市场调研服务，

投资咨询服务，工商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商品信息咨询服务，市政道

路工程建筑，市政设施管理，建筑物拆除，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地产经营活

动，物业管理，房地产咨询，中介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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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知识城（广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2年 12月 31日 

（未审计） 

2021年 12月 31日 

（审计） 

总资产 80,351.42 85,478.22 

净资产 72,577.19 75,652.75 

主要财务指标 
2022年 1-12月 

（未审计） 

2021年 1-12月 

（审计） 

营业收入 444.01 23,978.59 

净利润 -3,075.48 -4246.16 

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说明：广梅园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直接或

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拟增持本公司股份，不存在与本公司的相关利益安

排，不存在与第三方影响本公司利益的其他安排。 

3、广东千行广酒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5MABXLEMN8Y 

类型：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https://www.qixin.com/company/b7d7540a-fd40-43bf-a79f-611e2157e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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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3000 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千行资本管理（横琴）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2 年 8月 29日 

住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澜北路 6 号千灯湖创投小镇核心区三座

404-405（住所申报，集群登记）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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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备案后方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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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刘晓川持股 96.6667%，千行资本管理（横琴）有限公司持股

3.3333%。 

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2年 12月 31日 

（未审计） 

2021年 12月 31日 

（审计） 

总资产 0 / 

净资产 0 / 

主要财务指标 
2022年 1-12月 

（未审计） 

2021年 1-12月 

（审计） 

营业收入 0 / 

净利润 0 / 

 

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说明：千行创业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直接

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拟增持本公司股份，不存在与本公司的相关利益

安排，不存在与第三方影响本公司利益的其他安排。 

4、广东客都文旅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400196272955L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赵旭 

成立日期：1992 年 5月 18日 

住所：梅州市彬芳大道 28号 

经营范围：国内旅游业务、出入境旅游业务；旅游信息咨询；经办旅游包机

和机票销售业务；代售火车票；文化项目、体育项目、旅游项目（含游乐设施）、

https://www.qixin.com/name-detail/022d5a90bdb8f2a43fb73bf3a3cd3542
https://www.qixin.com/company/18215b5f-d878-4af6-b5b3-2be73c893d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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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养项目的策划、投资、建设、运营；智慧旅游、旅游景区、园林景观、室内外

装饰等规划、设计、施工；建筑工程、市政工程设计、施工；文化创意产品设计

开发销售；旅游产品设计、销售；文物宣讲、文物讲解、景区讲解；展览展示、

会议会务服务；国内及出入境客货运输；汽车租赁；住宿、餐饮服务；研学旅行；

拓展训练；户外运动组织与策划；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广告；餐饮管理；酒店管理；出租商业用房；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组织

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场所经营；文艺表演；代办邮政特快专递业务；短期人

身意外伤害保险代理；经营进出口业务；食品销售；互联网信息服务；环卫服务；

公共设施设计、安装、维护；城市园林景观绿化工程（生态复绿、造林养护、设

计施工）；城市亮化照明工程；城市垃圾清运、处理服务；塑料制品、环卫设备

设计、销售；农产品、农副产品、预包装食品、饮料、酒类的批发、零售；成品

油零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含加油站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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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梅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 100%。 

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2年 12月 31日 

（未审计） 

2021年 12月 31日 

（审计） 

总资产 25,774.11 19,769.38 

净资产 10,059.12 9,067.21 

主要财务指标 
2022年 1-12月 

（未审计） 

2021年 1-12月 

（审计） 

营业收入 8,106.2 14,214.9 

净利润 -308 425.48 

 

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说明：客都文旅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直接

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拟增持本公司股份，不存在与本公司的相关利益

安排，不存在与第三方影响本公司利益的其他安排。 

三、基金的基本情况 

1、基金名称：广东广梅预制菜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

名，以工商登记为准） 

2、基金注册地：以实际公司注册为准 

https://www.qixin.com/company/45d4dd30-424b-11e9-82b8-00163e1254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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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金规模：2亿元人民币 

4、基金类型：有限合伙 

5、基金管理人：广东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广东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千行资本管理（横琴）有限公司 

7、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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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范

围以企业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为准。） 

8、基金存续期： 

合伙经营期限：原则上为5年，自合伙企业的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其

中投资期3年，退出期2年。 

前款规定的经营期限届满前，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合伙企业的经营期限

可以延长，但展期不超过1次，每次展期不超过1年。 

合伙企业单个项目的投资期原则上不超过3年。合伙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投

资，股权投资可提前退出或部分退出。 

三、《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伙人出资额、出资方式和缴付期限 

1、合伙人/出资额/出资方式 

合伙人 

类型 
合伙人名称 

出资 

方式 

出资额 

（万元） 

出资 

比例 

有限合伙人 
广东省预制菜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货币 6,400 32% 

有限合伙人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 6,000 30% 

有限合伙人 梅州广梅产业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货币 3,000 15% 

有限合伙人 广东千行广酒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2,400 12% 

有限合伙人 广东客都文旅有限公司 货币 2,000 10% 

普通合伙人 
广东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货币 100 0.5% 

普通合伙人 千行资本管理（横琴）有限公司 货币 100 0.5% 

合计 20,000 100% 

2、出资缴付 

按照基金备案及项目投资的实际进度缴纳，具体以缴款通知书通知的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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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二）投资事项 

1、投资范围：广东省内农业领域经营性股权投资项目，重点投向预制菜、

食品加工产业链及食材产业链等。 

2、投资方式：参与农业产业链未上市公司股权投资；参与农业产业链上市

公司定增、并购重组和私有化等投资；其他法律允许的投资方式。 

3、投资决策：投资决策委员会由 7 名委员组成，其中广东省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有权委派 2 名委员，千行资本管理（横琴）有限公司

有权委派 1 名委员、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权委派 2 名委员、梅州广梅

产业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有权委派 1 名委员、广东客都文旅有限公司有权委派 1

名委员。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由基金管理人委派的委员担任。 

对于决策委员会所议事项，有表决权的成员一人一票，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

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5 人（含）以上同意视为通过。 

4、关于投资的特殊约定： 

（1）合伙企业所有项目应投资广东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项目库中的股

权投资项目。 

（2）投资于广东梅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内的项目金额占基金总规模的比例

不低于 30%。 

（3）在基金对外投资总金额超过基金认缴总规模的 40%（含 40%）后，广

州酒家派出的投决委员在已投项目中表决意见均为不同意且均不符合广州酒家

并购初筛条件的，广州酒家派出的投决委员享有基金后续对外投资项目的一票否

决权。 

5、投资退出方式：上市公司并购；按投资协议约定转让给其他投资者；上

市后转让；有利于投资增值的其他退出方式。 

（三）费用和支出 

1、合伙企业费用：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所产生的收益归合伙企业，

所产生的费用和亏损由合伙企业承担。合伙企业应直接承担的费用包括与合伙企

业之设立、运营、终止、解散、清算等相关的下列费用由合伙企业支付，并在所

有合伙人之间根据其认缴出资额按比例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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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发生的下列费用由其各自承担：  

（1）人员开支，包括工资、奖金和福利等费用；  

（2）相关的办公场所租金、物业管理费、水电费、通讯费、办公设施费用；  

（3）其他日常行政事务费用； 

（4）各自的雇员完成合伙企业投资管理相关工作所发生的费用，如差旅费、

招待费等。 

2、管理费 

管理费的收取标准为：合伙企业存续期内，按全体合伙人实缴出资额的 1％

/年的标准收取。不满一年的，管理费按实际天数（按 365日折算）收取。 

3、执行事务合伙人报酬 

执行合伙事务报酬的收取标准为：合伙企业存续期内，按全体合伙人实缴出

资额的 1％/年的标准收取。不满一年的，执行合伙事务报酬按实际天数（按 365

日折算）收取。 

（四）收益分配 

1、投资收益分配原则：合伙企业收到的项目投资收入在扣除相应管理费、

税费、合伙费用及其它费用后的可分配部分，称为“项目可分配收入”。闲置资

金管理收益不属于项目可分配收入，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前，可由管理人按照各合

伙人的实缴出资比例、资金到位时间确定各合伙人的分配金额并予以分配。 

项目可分配收入在基金的投资期内按照本合伙协议的约定可进行投资，投资

期之外的项目可分配收入不得再用于项目投资，但为进行在投资期结束之前已经

签署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项下的投资除外。 

2、分配顺序 

（1）在基金取得可分配收入时，由各合伙人按实缴出资比例收回实缴出资； 

（2）各合伙人按实缴出资额以业绩比较基准 6%计算投资收益（不计复利），

为免疑义，此条为或有收益，并非保本保收益的安排； 

（3）上述分配后如仍有剩余则全部为超额收益，超额收益的 80%由有限合

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超额收益的 20%由普通合伙人平均分配。 

（五）关联交易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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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前管理：当本合伙企业发生关联交易时，管理人应对关联交易建立健

全内部审批机制和评估机制。 

2、表决机制：与所议事项存在利害关系的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应回避且其

持有的表决权不计入表决权基数，由有表决权的委员全体一致同意方为通过。 

3、信息披露：在关联交易完成后 30个工作日内将该等关联交易由基金管理

人向全体合伙人进行充分披露。 

（六）清算 

清算期间，合伙企业存续，不得开展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合伙企业未变

现的所有资产由清算人负责管理。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清算人由执行事务合伙

人共同委派的人员担任，除非届时代表实缴出资总额四分之三及以上的合伙人另

行决定由执行事务合伙人之外的人士担任。清算期内合伙企业不再向基金管理人

支付管理费。 

清算结束时未能变现的非货币资产的作价，由投资决策委员会确定。对不同

意非现金方式分配的合伙人，基金管理人应提出现金折算的分配方式。 

若合伙企业合伙人会议表决通过进行非现金分配，基金管理人应负责协助各

合伙人办理所分配资产的转让登记手续，并协助各合伙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履

行受让该等资产所涉及的信息披露义务。法律或政府主管部门要求各合伙人必须

为该转让登记亲自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的，各合伙人应无条件按基金管理人的指示

依法签署相关转让登记所需法律文件。接受非现金分配的合伙人亦可将其分配到

的非现金资产委托基金管理人按其指示进行处分，具体委托事宜由基金管理人和

相关的合伙人另行协商。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参与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布局农业、预制菜、食品等相关领域，与公

司主营业务领域相匹配。公司参与投资基金可借助管理机构、产业及行业资源力

量，强化产业链整合能力，强化公司资本运作能力。另一方面，有利于公司利用

专业投资机构的管理经验及投资资源，进一步开拓投资渠道，发掘优质标的企业，

提升投资收益，增强公司整体的持续盈利能力。 

本次投资对本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预计不产生重大影响，不影响本公司的业

务独立性。 

五、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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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基金尚处于组建期，尚未完成工商登记注册、未在基金业协会备案，

是否能顺利登记备案存在不确定性； 

2、在基金组建以及后期运作过程中，存在合伙人由于主客观因素导致出资

不到位、退伙以及其他无法达到募集目标的风险因素； 

3、受到宏观经济、行业周期、监管政策、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等多种因

素影响，基金后续的投资进度、投资收益可能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六、备查文件 

签署的《广东广梅预制菜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月 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