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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认购国寿铁建（深圳）基础设 

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份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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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类型：公司下属子公司认购基金份额。 

 投资标的：国寿铁建（深圳）基础设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以工商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

“国寿铁建基金” 、“合伙企业”或“基金”） 

 投资金额：本次基金规模为人民币280.1 亿元，其中公司下属子公

司中铁建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建资本集团”）认缴出资

126亿元人民币。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下属子公司中铁建资本集团拟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共同发起设立国寿铁建基金投资基础设

施投资项目。 

本次基金规模为人民币 280.1 亿元，其中公司下属子公司中铁建资本



证券代码：601186                     证券简称：中国铁建            公告编号：临 2021—001 

 2 

集团认缴出资126 亿元人民币。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上述有关下属子公司参与认购基金事项已经公司 2020 年 8 月 13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同意公司所属

中铁建资本集团认缴出资 126 亿元参与设立国寿铁建基金。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基金相关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天津互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互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互通”）作为普通

合伙人认购基金份额。天津互通于 2020 年 9 月 11日，由中铁建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建基金”）与国寿基础设施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其中铁建基金认缴出资人民币 810 万元，

持股比例为 81%，国寿基础设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190 万元，持股比例为 19%。天津互通为本公司的非全资附属公司，

其基本情况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05MA05R7999C 

名称：天津互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天津市河北区光复道街进步道 38号(新:津都大厦 A座 2303

室) 

法定代表人：李治富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营业期限：2020 年 9 月 11 日至 2055年 9 月 10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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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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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人寿 

中国人寿作为有限合伙人认购基金份额。其基本情况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0000071092841XX 

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6 号 

法定代表人：王滨 

注册资本：2,826,470.5万元 

营业期限：2003 年 6 月 30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

业务；人身保险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或国务院批准的

资金运用业务；各类人身保险服务、咨询和代理业务；证券投资基金

销售业务；国家保险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三）中铁建资本集团 

公司下属子公司中铁建资本集团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认购基金

份额，其基本情况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G3JCEXF 

名称：中铁建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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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王秀明 

注册资本：90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20 年 3 月 19 日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咨询；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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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顾问（均不含限制项目）；信息系统的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

转让与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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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有限合伙人 

天津恒通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恒通达”）作为

有限合伙人认购基金份额。天津恒通达是中铁建置业有限公司的附属

公司，于本公告日期，中铁建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天津恒通达 80%股权。

中铁建置业有限公司分别由广德铁建蓝海丰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及中国铁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建投资”）持有 57.45%

及 42.55%股权。广德铁建蓝海丰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分别由建

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其有限合伙人）、铁建投资（作为其有限

合伙人）及铁建蓝海广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其普通合伙人）持

有 80.951%、19.047%及 0.002%股权。其中，其普通合伙人铁建蓝海

广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别由建信（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及铁建基金持有 50%股权。 

天津恒通达基本情况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05MA073M6AXA 

名称：天津恒通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天津市河北区光复道街进步道 38 号（新：津都大厦 A 座

2304室） 

法定代表人：曹霞光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营业期限：2020 年 7 月 28 日至 2055年 7 月 27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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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拟任基金管理人的基本情况 

（一）拟任基金管理人的基本情况 

合伙企业设立后，合伙企业及各合伙人将与国寿资本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寿资本”）订立委托管理协议，国寿资本将作为国

寿铁建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具体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100022725R 

名称：国寿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2 号 B 座 10 层 12-1001 内 1001、

1002、1003、1004、1008 

法定代表人：刘晖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营业期限：1995 年 11 月 2 日至 2045年 11 月 1 日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国寿资本已完成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

登记，登记编号为 P1033992。 

（二）拟任基金管理公司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国寿资本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四、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的基本情况如下： 

1.基金名称：国寿铁建（深圳）基础设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以工商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2.基金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拟任基金管理人：国寿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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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金存续期限：合伙企业的经营期限自合伙企业设立之日起算。

除合伙人会议另有决议外，合伙企业的初始预期经营期限为自合伙企

业设立之日起 35 年。该预期经营期限届满或发生合伙协议约定的情

形时，由合伙人会议就合伙企业是否继续存续进行决议，如全体合伙

人一致同意解散合伙企业，则合伙企业解散、清算；否则合伙企业继

续存续。 

5.基金规模及出资 

本基金规模为人民币 280.1亿元人民币，各合伙人认缴出资情况

如下： 

序

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别 

认缴出资额（亿

元人民币） 

认缴出资

比例 
出资方式 

1 天津互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合伙人/执

行事务合伙人 
0.1 0.04% 货币 

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40 49.98% 货币 

3 中铁建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26 44.98% 货币 

4 天津恒通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14 5.00% 货币 

合计 - 280.1 100.00% - 

合伙企业的规模及各合伙人的出资额由各合伙人参考基金的预

计资金需求，经公平磋商后厘定。根据适用会计准则，于合伙企业成

立后，合伙企业的财务业绩将不会于本公司的账目综合入账。 

基金管理人有权决定各合伙人的出资时间及金额，并应当提前至

少 10 个工作日向各合伙人发出缴款通知。各合伙人应按照管理人发

出的缴款通知的要求将管理人要求的出资金额支付至管理人书面通

知的合伙企业募集账户。 

6.基金投资领域：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为股权投资、与股权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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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权类投资、法律允许的其他投资活动；投资管理及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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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

营范围以企业登记机关最终登记为准）。合伙企业的目的及投资目标

是，对按合伙企业投资决策机制选择的优质项目进行投资，实现良好

的投资效益，使全体合伙人分享投资增值收益。合伙企业主要直接或

通过项目基金间接投资于经过合伙企业投资决策机制选择的基础设

施项目。 

7.基金备案情况：目前该基金尚在准备设立中，设立后将向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备案。 

8.基金管理模式及管理费：普通合伙人天津互通作为执行事务合

伙人将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享有对合伙企业的运营、合伙企业投资业

务及其他事务的管理权力，并可对合伙协议约定普通合伙人有权独立

决定的事项独立作出决定而无需进一步取得其他合伙人的同意。有限

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合伙企业。 

合伙企业成立后，合伙企业及各合伙人将与国寿资本订立委托管

理协议，国寿资本将作为合伙企业的管理人，向其提供投资管理、行

政管理及日常运营管理服务。管理费的计算基数为全体有限合伙人实

缴出资余额，管理费率为 0.12%/年。合伙企业也将与国寿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订立投资顾问协议，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将作为合伙企业

的投资顾问，向其提供投资建议、政策咨询、项目尽职调查等投资顾

问服务。投资顾问费按照合伙企业全体有限合伙人的实缴出资余额进

行核算，投资顾问费率为 0.12%/年。 

9.基金决策机制：合伙企业将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所管理

合伙企业的对外投资（股权及相关权益投资）等重大投资决策，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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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会议负责。投资决策委员会共设五名委员，由基金管理人提名

两名委员，中铁建资本集团提名两名委员，天津恒通达提名一名委员，

并由普通合伙人根据各方提名委派。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会议决

策事项须经全体委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合伙企业将设立投资顾问委员会，负责处理重大利益冲突、关联

交易及合伙协议约定的其他事项。投资顾问委员会由四名成员组成，

其中，中国人寿有权委派两名成员，中铁建资本集团有权委派两名成

员。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任何决议须经过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方能通过。 

10.收益分配和亏损分担：除非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合伙企业在

拥有可分配收入的情况下，原则上在首次交割日后，于分配日每年分

配一次；如合伙企业无可分配收入，则顺延至下一分配日进行分配。

在各分配日，合伙企业对上一分配核算期以及此前分配日递延分配

（如有）的可分配收入进行分配。合伙企业取得的可分配收入，除合

伙人会议另有决定外，在扣除相应的合伙企业支出并就此进行合理预

留（如有）之后，由基金管理人对可分配收入进行分配。 

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企业的亏损应当由合伙企业财产承

担。合伙企业的债务不超过合伙企业届时的财产总额的，该等债务以

合伙企业的财产承担；合伙企业的债务超过合伙企业届时的财产总额

的，超过部分由普通合伙人向债权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11.合伙权益的转让：中国人寿有权自行决定向其他合伙人或对

外转让合伙份额。除中国人寿以外，其他有限合伙人转让合伙份额的

（包括向其他合伙人转让以及对外转让），应当经合伙人会议一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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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方可进行。除依照合伙协议之明确规定进行的转让，普通合伙人不

应以其他任何方式转让其在合伙企业当中的任何权益。如普通合伙人

出现其被宣告破产、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法律规定当然退伙的情形，为

使合伙企业存续确需转让其权益，且受让人承诺承担原普通合伙人之

全部责任和义务，经全体有限合伙人一致同意后方可转让，否则合伙

企业进入清算程序。 

12.合伙企业的解散：当下列任何情形之一发生时，合伙企业应

被解散并清算： 

(1)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决定解散； 

(2)合伙企业存续期限内，普通合伙人认为合伙企业已经完成所

有投资项目的退出或认为合伙企业的投资目标在商业上已经不具备

可行性，则有权独立决定合伙企业存续期限提前终止； 

(3)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届满且不再延长； 

(4)普通合伙人被除名或根据合伙协议约定退伙且合伙企业没有

接纳新的普通合伙人； 

(5)合伙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 

(6)出现《合伙企业法》及合伙协议规定的其他解散原因。 

五、本次投资的风险 

该基金为市场化运作，可能会受到经济政策、行业环境等因素的

影响，预期收益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监管政策的发布及行业市场环境变化，加强

投前可行性论证和投后管理，密切关注基金经营管理状况及投资项目

的实施过程，以降低投资风险。 

六、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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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合伙企业符合公司之发展战略，为公司带来良好的投资机会，

以使公司的投资组合更为多元化且为公司带来稳定收入。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