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此乃中信泰富特鋼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在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二日

登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證券交易所網站(www.szse.cn)及指定

的巨潮資訊網(www.cninfo.com.cn) 關於全資子公司與專業投資

機構共同投資暨關聯交易的公告。中信泰富特鋼集團股份有限公

司為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的附屬公司。 

 



证券代码：000708               证券简称：中信特钢             公告编号：2020-032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经营发展

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澄特钢”）

拟出资 5亿元与金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石投资”）、中信证券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投资”）、三峡金石（武汉）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三峡金石基金”）、深圳鼎信私募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鼎信”）、宁波瀚海乾

元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瀚海”）、北京

信银恒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京信银”）共同

投资嘉兴金石彭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彭衡投资”），

合伙协议拟于 7月签署。彭衡投资将根据公司需要，投资符合公司要求的

标的，促进公司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彭衡投资规模 148,465.69 万元，兴澄特钢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 50,000

万元，中证投资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 27,669.31 万元，三峡金石基金作为

有限合伙人出资 10,113.62 万元，深圳鼎信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 20,227.25

万元，宁波瀚海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 20,227.25 万元，北京信银作为有限

合伙人出资 20,227.25 万元，金石投资作为普通合伙人出资 1 万元。 

金石投资、中证投资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信集团”）的下属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第二款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 票

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联董事钱刚、郭文亮、栾真军、郭家骅、李国忠、

王文金回避表决本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

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此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亦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共同投资方基本情况  

1.1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35134P 

住  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主要股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金剑华 

注册资本：3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7年10月11日 

主要投资领域、主营业务：实业投资；投资咨询、管理。（企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1.2 历史沿革及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2007年 9 月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取得直接投资业务资格，设立全资

子公司金石投资有限公司从事直接投资业务。金石投资于 2007 年 10 月 11



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准成立，注册地址为北京市

朝阳区亮马桥路 48号中信证券大厦 17层，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投资咨

询、管理。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发布的《证券公司私募投资

基金子公司管理规范》的要求以及业务定位，金石投资作为中信证券的私

募投资基金子公司平台，只开展私募投资基金业务。 

1.3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19 年报告期末，金石投资 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70,012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108,833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888,532 万元。 

1.4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为金石投资的母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的子公

司，公司与金石投资的关系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除此之外，金石投

资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金石投资未以直接或间接

形式持有公司股份。 

1.5 履约能力 

金石投资经营和效益状况平稳，履约能力较强，截至披露日，金石投

资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履约风险。 

1.6备案情况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已依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行业规定等履行登记备案程序，于2018年2月13日完成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证券公司私募基金子公司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

PT2600030645）。 



2.1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三峡金石（武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B7FX23 

住  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 999 号海外人才大楼 A 座

18 楼 182 室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股东：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三峡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 年 4 月 21 日 

主要投资领域、主营业务：从事非证券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的咨询

服务业务（不含国家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限制和禁止的项目；不得以任

何方式公开募集和发行基金）(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不得从事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2 与公司的关系 

三峡金石基金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

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三峡金石基

金未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公司股份。 

2.3备案情况 

三峡金石基金已依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

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

性文件、行业规定等履行登记备案程序，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完成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证券公司私募基金子公司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

S32153）。 



2.4 履约能力 

该公司经营和效益状况平稳，履约能力较强，截至披露日，三峡金石

基金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履约风险。 

3.1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2591286847J 

住  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222号国际金融广场1号楼2001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要股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注册资本：1,4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年4月1日 

主要投资领域、主营业务：金融产品投资，证券投资，股权投资（以

上范围需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未经金融监管部门依法批准，

不得从事向公众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3.2 历史沿革及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1 日成立，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的另类投资子公司，从事金融产品投资，证券投资，股权投资业务，

重点投资领域包括科技与先进制造、现代服务、医疗健康等。 

3.3 主要财务指标 

2019年，中证投资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人民币 189,478.44万元；净利润

人民币 130,174.47 万元；截止 2019 年末净资产人民币 130,174.47 万元。 

3.4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为中证投资的母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的子公



司，公司与中证投资关系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

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除此之外，中证投资

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中证投资未以直接或间接

形式持有公司股份。 

3.5 履约能力 

中证投资经营和效益状况平稳，履约能力较强，截至披露日，中证投

资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违约风险。 

4.1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深圳鼎信私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G8WH0XC 

住  所：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六联社区坪山大道2007号创新广场裙

楼401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股东：信银成长（深圳）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鼎晖股权

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 鼎晖股权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年6月23日 

主要投资领域、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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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

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 

4.2 与公司的关系 



深圳鼎信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深圳鼎信未

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公司股份。 

4.3 备案情况 

深圳鼎信已依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行业规定等履行登记备案程序，于 2020年 7月 7日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的证券公司私募基金子公司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SLH743）。 

4.4履约能力 

截至披露日，深圳鼎信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履约风险。 

5.1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宁波瀚海乾元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12MA2GW05H0A 

住  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西路88、76号B幢1层900室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股东：宁波开投瀚洋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宁波开投瀚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135,1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年11月20日  

主要投资领域、主营业务：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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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与公司的关系 

宁波瀚海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宁波瀚海未

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公司股份。 



5.3 备案情况 

宁波瀚海已依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行业规定等履行登记备案程序，于 2019年 12月 9日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的证券公司私募基金子公司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SJK047）。 

5.4履约能力 

该公司经营和效益状况平稳，履约能力较强，截至披露日，宁波瀚海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履约风险。 

6.1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北京信银恒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MA01H8AF9M 

住  所：北京市顺义区中关村科技园区顺义园临空二路1号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股东：鹰潭市信银一带一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 信银振华（北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年2月14日 

主要投资领域、主营业务：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股权投资；投资咨

询；会议服务；市场调查；企业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

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

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

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下期出资时间为

2039年 04 月 01 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 

6.2 与公司的关系 



北京信银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北京信银未

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公司股份。 

6.3 备案情况 

北京信银已依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行业规定等履行登记备案程序，于 2020年 7月 17日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的证券公司私募基金子公司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SLL642）。 

6.4履约能力 

该公司经营和效益状况平稳，履约能力较强，截至披露日，北京信银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履约风险。 

三、彭衡投资设立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嘉兴金石彭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于 2020 年 7

月 8 日经嘉兴市南湖区行政审批局核准成立)； 

基金规模：14.85亿元； 

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出资方式：现金出资； 

出资进度：兴澄特钢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 50,000万元，中证投资作为

有限合伙人出资 27,669.31 万元，三峡金石基金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

10,113.62 万元，深圳鼎信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 20,227.25 万元，宁波瀚海

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 20,227.25 万元，北京信银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

20,227.25 万元，金石投资作为普通合伙人出资 1 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各

方尚未实缴出资。 



存续期限：5 年。其中投资期 1 年，退出期 4 年；合伙企业存续期限届

满，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独立决定延期两（2）次，每次一（1）年；在前

述延期之外，根据合伙企业的经营需要，经合伙人会议审议同意，合伙企

业的存续期限可以继续延长； 

基金管理人：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退出机制：可视实际情况，选择通过包括但不限于（1）目标公司

实现上市，合伙企业通过二级市场（包括股票交易、大宗交易等合法途径）

出售目标股权；（2）按照目标项目交易文件的约定，由回购义务方回购目

标股权、行使共售权等退出方式；（3）通过向其他方转让目标股权；或（4）

通过收益权转让、收益权互换等直接或间接处置目标股权等方式实现投资

退出； 

会计核算方式：执行事务合伙人将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制定合伙企业的

财务会计制度，并由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合伙企业的会计核算和日常财务

管理； 

投资方向及投资计划：拟通过认购新增注册资本的方式取得徐工集团

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股权。 

2.基金的管理模式 

管理和决策机制：彭衡投资聘任执行事务合伙人作为合伙企业的管理

人向合伙企业提供日常运营及投资管理服务。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合伙企业

的普通合伙人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决策委员会由五名委员组成，其中四名委员由执行事务合伙人提

名及委派，一名委员由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提名及委派。 

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所作决议，经全体委员一致同意，方可通过。 

收益分配机制：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包括现金分配和非现金分配。现金

分配情况下，合伙企业的可分配收入按照投资成本分摊比例向各合伙人进



行分配。如基金投资无法变现或根据合伙人会议的批准认为非现金分配更

符合全体合伙人利益的情况下，可以以非现金方式进行分配。 

3.关系 

除通过兴澄特钢、金石投资、中证投资参与认购外，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彭衡

投资份额认购，截止目前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监高未在彭衡投资中

任职。 

四、定价政策 

本次与专业机构合作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是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

交易各方协商一致的结果，按照各方出资金额确定其投资的权益比例，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目的 

公司与相关合作方共同投资彭衡投资，根据公司需要，投资符合公司

要求的标的，促进公司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二）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1.宏观经济波动的风险 

股权投资受宏观经济波动影响较大，宏观经济紧缩将导致投资的产业

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将会影响公司的投资收益。 

对策：做好全球宏观经济及股权投资行业趋势的研判，利用公司强大

的品牌、资金及产业优势，降低宏观经济波动对公司投资的经营影响。 

2.政策风险 

股权投资面临着金融政策及制造业政策变化的风险，可能影响未来投

资收益。 



对策：密切关注国家政策的动向以及相关金融政策监管要求，积极吸

取同行业公司的经验和教训，加强研究国家各项政策，研判股权投资行业

走势，灵活利用自身优势，预防、降低国家政策带来的风险。 

（三）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将通过彭衡投资充分发挥合作方的资源优势，拓展优质项目资

源，根据公司需要，投资符合公司要求的标的，有利于促进公司实现高质

量、可持续的发展。 

2.本次交易后，彭衡投资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并不允许彭衡投

资进行对外担保；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对公

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和会计核算方法不产生重大影响；不会

导致同业竞争，且在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与公司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形。后续投资事项如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司将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协议签署情况 

1、合伙人及出资情况： 

彭衡投资的普通合伙人为金石投资有限公司，普通合伙人的认缴出资

额为壹万元（￥10,000.00）。 

有限合伙人的认缴出资额合计 14.85亿元。 

协议生效后，根据执行事务合伙人发出的缴付通知，向彭衡投资缴付

第一笔出资，出资比例为其各自分摊之目标项目投资成本的 10%；于彭衡投

资通过目标项目投标评审程序后，根据执行事务合伙人按照目标项目投资

交易文件约定之投资成本付款进度而发出的缴付通知，向彭衡投资缴付其

全部剩余认缴出资额。 

2、出资方式：合伙人应以现金形式进行出资。 



3、出资安排：执行事务合伙人将提前四（4）个工作日向各合伙人发

出书面的缴付出资通知（以下简称“缴付通知”），各合伙人应在缴付通

知所载的日期（“缴付出资截止日”）或之前缴付其应缴付之出资。 

管理费：金额 =对目标项目的投资成本总金额 × 该有限合伙人的投

资成本分摊比例 × 1% (基金成立时一次性支付)。 

公司已完整披露与专业投资机构签订的各项协议，不存在其他未披露

的协议。 

七、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资金为自筹资金，且不涉及人员安置以及土地租赁相关情况，

亦不存在公司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士变动安排。 

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0年 1 月 1 日至公告披露日前公司与金石基金、中证投资未发生关

联交易，与中信集团控制下企业累计已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 11,419万元（已

履行审议及披露程序的除外）。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的有关规定，在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前向独立董事提供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作为公司的独

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对此议案所涉及的事项向公司

有关部门和人员进行了询问和了解，认为公司与相关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

资成立合伙企业投资符合公司要求的标的，有利于公司优化资产结构，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基于公司自身经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公司长期发展，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二）独立意见 

彭衡投资有利于充分发挥合作方的资源优势，拓展优质项目资源，根

据公司战略，围绕公司需要，投资符合公司要求的标的，促进公司实现高

质量发展，符合上市公司利益。本次关联交易按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和其他制度规定履行了审议程序，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交易价格参照市

场价格确定，合理公允，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鉴于此，同意《关于全资子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十、监事会意见 

2020年 7 月 22日，公司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兴澄特

钢出资 5.0 亿元投资彭衡投资，根据公司战略，围绕公司需要，投资符合

公司要求的标的，促进公司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本次关联交易按照法

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其他制度规定履行了审议程序，交易价格参照市

场价格确定，合理公允，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十一、备查文件 

1.经全体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九届三次董事会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3.经全体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公司九届二次监事会决议。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7 月 23日 



 

* * * * * * *  

完 
 

香港，二零二零年七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執行董事為朱鶴新先生（董事長）、王炯
先生及李慶萍女士；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非執行董事為宋康樂先生、嚴淑琴  
女士、劉祝余先生、彭豔祥先生、劉中元先生及楊小平先生；及中國中信股份有
限公司獨立非執行董事為蕭偉強先生、徐金梧博士、梁定邦先生、原田昌平先生
及科爾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