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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关联交易的后续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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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其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 年 8 月，本公司与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众交
通”）、上海晶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晶齐企业管理”）
以及其他有限合伙人共同签署《上海武岳峰三期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之有限合伙协议》（2021 年 8 月 11 日定稿版）和《上海武岳峰三期私募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入伙协议》
（2021 年 8 月 11 日定稿版），各方本着
自愿平等、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共同入伙上海武岳峰三期私募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武岳峰三期基金”）。武岳峰三期基金目标募
集规模为人民币 50 亿元（人民币伍拾亿元），第一期的总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28.36 亿元（人民币贰拾捌点叁陆亿元），本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10,000 万元
（人民币壹亿元），占注册资本比例 3.5261%。详情请见本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2 日披露的《大众公用公司与关联人共同对外投资的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临
2021-031）。

一、进展情况
近日，本公司、大众交通、晶齐企业管理以及其他有限合伙人共同签署《上
海武岳峰三期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有限合伙协议（第一次修订
与重述）》，各方同意对武岳峰三期基金增资至人民币 39.8998 亿元。主要变化
情况如下：
1、上海武岳峰浦江二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其所持有的认缴
出资额由人民币 62,500 万元增加至 77,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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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银（平潭）半导体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其所持的认缴出
资额由 9,600 万元增加至 10,658 万元；
3、上海国泰君安创新股权投资母基金中心（有限合伙）将其所持的认缴出
资额由 50,000 万元减少至 40,000 万元；
4、三松（福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新的有限合伙人入伙，认缴出资人
民币 50,000 万元；
5、瑞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新的有限合伙人入伙，认缴出资人民币 13,240
万元；
6、上海张江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新的有限合伙人入伙，认缴出资人
民币 15,000 万元；
7、广东粤昤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新的有限合伙人入伙，认
缴出资人民币 2,420 万元；
8、上银国际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代表“上银科芯贰号私
募股权投资基金”）作为新的有限合伙人入伙，认缴出资人民币 8,680 万元；
9、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作为新的有限合伙人入伙，认缴出资人民币
20,000 万元。

二、本次增资前后各合伙人认缴出资情况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占全体合伙人认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缴出资总额的比

占全体合伙人认
认缴出资额

例
1

2

上海晶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上海武岳峰浦江二期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缴出资总额的比
例

25,000,000

0.8815%

25,000,000

0.6264%

625,000,000

22.0381%

775,000,000

19.4237%

78,000,000

2.7504%

78,000,000

1.9549%

412,000,000

14.5275%

412,000,000

10.3259%

96,000,000

3.3850%

106,580,000

2.6712%

100,000,000

3.5261%

100,000,000

2.5063%

500,000,000

17.6305%

400,000,000

10.0251%

北京柘领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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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代表柘领尊誉系列私
募股权投资基金）

4
5

6
7

兴业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信银（平潭）半导体产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令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上海国泰君安创新股权投资

2

母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张江浩成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上海人工智能产业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100,000,000

3.5261%

100,000,000

2.5063%

100,000,000

3.5261%

100,000,000

2.5063%

500,000,000

17.6305%

500,000,000

12.5314%

100,000,000

3.5261%

100,000,000

2.5063%

200,000,000

7.0522%

200,000,000

5.0126%

-

-

500,000,000

12.5314%

-

-

132,400,000

3.3183%

-

-

150,000,000

3.7594%

-

-

24,200,000

0.6065%

-

-

86,800,000

2.1754%

-

-

200,000,000

5.0126%

2,836,000,000

100%

3,989,980,000

100%

三松（福建）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瑞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张江科技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广东粤昤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上银国际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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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有限公司（代表“上
银科芯贰号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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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合计

三、本次新增的有限合伙人主要情况
（1）三松（福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企业类型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
经营范围

三松（福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自然人独资）
福州市鼓楼区五一中路 32 号元洪大厦 26 层 H 区
500 万元人民币
2011-3-8
林茂松
投资管理（不含创投管理）及商务信息咨询。(涉及审批许可项目的，
只允许在审批许可的范围和有效期限内从事生产经营)

（2）瑞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企业类型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瑞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49849（集中办公区）
7,500 万人民币
3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
经营范围

2013-6-14
段西军
章程记载的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
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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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上海张江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
企业类型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

经营范围

上海张江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龙东大道 3000 号 1 号楼群楼 209 室
100,000 万人民币
2004-10-9
余洪亮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
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
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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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广东粤昤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企业类型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成立时间

广东粤昤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75343（集中办公区）
1,000 万人民币
2021-8-2

法定代表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由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XIONG PETER QUAN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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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上银国际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名称
企业类型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

上银国际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
务秘书有限公司)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7-11-20
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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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
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股权投资、受托管理股权
投资基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
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
机关核准为准）

（6）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名称
企业类型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

经营范围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66 号未来资产大厦 19 楼
1,250,500 万元人民币
1999-05-14
马健
上海市行政辖区内及已设立分公司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经营下列
业务（法定保险业务除外）：（一）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
保险等保险业务；（二）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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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根据武岳峰三期基金的后续进展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2 月 16 日

备查文件：
《上海武岳峰三期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有限合伙协议（第
一次修订与重述）》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