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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04        证券简称：上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3－004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投资设立河南尚颀汇融尚成一号产业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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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标的名称：河南尚颀汇融尚成一号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有限合伙企

业”或“基金”） 

 投资金额：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

司上海汽车集团金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汽金控”）、华域汽

车系统（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域上海”）、东华汽车实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华汽车”）、中联汽车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联电子”）拟与河南省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战新基金”）、江西省现代产业引导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现代产业基金”）、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

庆渝富”）、青岛汇铸英才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汇铸英才”）、浙江青展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展实业”）、

江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控股”）、山

东省陆海港城建设一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陆海港

城”）、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元信托”）、上海颀

乾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颀乾咨询”）、上海尚

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尚颀资本”）共同出资

设立河南尚颀汇融尚成一号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目标认

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40亿元，首次封闭规模为人民币 33.734亿元，

其中上汽金控认缴出资 9.8亿元、华域上海认缴出资 1.7亿元、东华

汽车认缴出资 1.7亿元、中联电子认缴出资 1.5亿元、战新基金认缴

出资 6亿元、现代产业基金认缴出资 3亿元、重庆渝富认缴出资 3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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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汇铸英才认缴出资 2亿元、青展实业认缴出资 2亿元、江西控股

认缴出资 1.5 亿元、陆海港城认缴出资 7000 万元、国元信托认缴出

资 4990万元、颀乾咨询认缴出资 3250万元、尚颀资本认缴出资 100

万元。普通合伙人可按照合伙协议约定进行基金后续募集与交割。 

 风险提示：本次投资的基金尚处于设立过程中，基金具有投资周

期长、流动性较低等特点，存在因决策或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导

致投资项目不能实现预期效益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在汽车产业布局上的延展度及灵活度，公司子

公司上汽金控、华域上海、东华汽车、中联电子拟与战新基金、现代

产业基金、重庆渝富、汇铸英才、青展实业、江西控股、陆海港城、

国元信托、颀乾咨询、尚颀资本共同出资设立“河南尚颀汇融尚成一

号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聚焦汽车电子、半导体、

新能源及产业链延伸相关领域，重点挖掘自动驾驶、智能座舱、低碳

出行及与产业链相关的半导体、信息安全等细分赛道项目。基金目标

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40亿元，首次封闭规模为人民币 33.734亿元，

其中上汽金控认缴出资 9.8 亿元，持有其 29.05%份额；华域上海认

缴出资 1.7亿元，持有其 5.04%份额；东华汽车认缴出资 1.7亿元，

持有其 5.04%份额；中联电子认缴出资 1.5亿元，持有其 4.45%份额；

战新基金认缴出资 6 亿元，持有其 17.79%份额；现代产业基金认缴

出资 3亿元，持有其 8.89%份额；重庆渝富认缴出资 3亿元，持有其

8.89%份额；汇铸英才认缴出资 2 亿元，持有其 5.93%份额；青展实

业认缴出资 2亿元，持有其 5.93%份额；江西控股认缴出资 1.5亿元，

持有其 4.45%份额；陆海港城认缴出资 7000万元，持有其 2.08%份额；

国元信托认缴出资 4990 万元，持有其 1.48%份额；颀乾咨询认缴出

资 3250 万元，持有其 0.96%份额；尚颀资本认缴出资 100 万元，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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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 0.03%份额。普通合伙人可按照合伙协议约定进行基金后续募集

与交割。 

本次投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 

二、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一）战新基金 

公司名称：河南省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明  

成立时间：2016年 12月 29日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50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郑州航空港区四港联动大道东方港汇中

心写字楼 409 

经营范围：从事非证券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咨询服务  

关联关系：战新基金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现代产业基金 

公司名称：江西省现代产业引导基金（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江西国控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2年 4月 28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6,00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江西省赣江新区直管区中医药科创城新祺周欣东杨路

8号 24栋二层 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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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备案后方可从

事经营活动）（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

制的项目） 

基金业协会备案登记号：P1073360 

关联关系：现代产业基金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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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庆渝富 

公司名称：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雨松 

成立时间：2004年 2月 27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黄山大道东段 198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市政府授权范围内的资产收购、处置及相

关产业投资,投资咨询,财务顾问,企业重组兼并顾问及代理,企业和

资产托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须取得前置审批的,在未取得审批前不

得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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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重庆渝富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汇铸英才 

公司名称：青岛汇铸英才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青岛国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1年 6月 11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100,1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馆陶路 34号 6号楼 10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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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业协会备案登记号：P1070709 

关联关系：汇铸英才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青展实业 

公司名称：浙江青展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建芬 

成立时间：2021年 12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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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永中街道龙祥路 2666 号青山总

部大楼 A幢 1505室(仅限办公使用)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钢压延加工;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金属

材料销售;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企

业管理;机械设备租赁;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储

能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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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青展实业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六）江西控股 

公司名称：江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尚文 

成立时间：2004年 5月 8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资本：60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洪城路 8号 

经营范围：国有资产及国有股权的管理和运营;资本运营;企业改

制重组顾问、投资咨询和财务顾问;资产托管和代理;省国资委授权的

其他业务。(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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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江西控股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七）陆海港城 

公司名称：山东省陆海港城建设一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山东港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1年 1月 20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新疆路 8 号中联自由港湾 C 座

317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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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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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业协会备案登记号：P1061835 

关联关系：陆海港城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八）国元信托 

公司名称：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植 

成立时间：2004年 1月 14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资本：42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宿州路 20号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

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

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

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

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

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

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

准的其他业务 

关联关系：国元信托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九）颀乾咨询 

公司名称：上海颀乾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尚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2022年 12月 28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区新河镇新申路 921 弄 2 号(上海富盛经

济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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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财务咨询;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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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公司间接持有颀乾咨询 20%份额，不是颀乾咨询的第

一大份额持有人，也未实际控制颀乾咨询。颀乾咨询未直接或间接持

有公司股份，无拟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未在颀乾咨询中担任任何职务。 

 （十）尚颀资本 

公司名称：上海尚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颀元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2年 11月 22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长寿路 1111号 27F02室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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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业协会备案登记号：P1002076 

关联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尚颀资本 40%份额，不是尚颀资本的第

一大份额持有人，也未实际控制尚颀资本。尚颀资本未直接或间接持

有公司股份，无拟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未在尚颀资本中担任任何职务。 

三、拟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的基本情况 

（一）企业名称：河南尚颀汇融尚成一号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二）主要经营场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尚贤街 32 号中原

基金大厦 B座 4层 406-2 

（三）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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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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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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存续期限：基金存续期为 7年，其中投资期 3年（经咨询

委员会批准，可适当延长投资期，投资期延长期不得超过 1年），退

出期 4年。普通合伙人有权向合伙人会议提议延长退出期，经合伙人

会议表决通过，可延长两次，每次延长期限为 1年。   

（六）投资领域：聚焦汽车电子、半导体、新能源及产业链延伸

相关领域，重点挖掘自动驾驶、智能座舱、低碳出行及与产业链相关

的半导体、信息安全等细分赛道项目。 

（七）普通合伙人：上海尚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八）基金管理人：上海尚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九）基金规模：目标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40 亿元，首次封

闭规模为人民币 33.734 亿元，普通合伙人可按照合伙协议约定进行

基金后续募集与交割。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各合伙人的认缴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

例 
类别 

出资

方式 

上海汽车集团金控管理有限公司 98,000.00  29.05% 有限合伙人 货币 

河南省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60,000.00  17.79% 有限合伙人 货币 

江西省现代产业引导基金（有限合伙） 30,000.00  8.89% 有限合伙人 货币 

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  8.89% 有限合伙人 货币 

青岛汇铸英才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0,000.00 5.93% 有限合伙人 货币 

浙江青展实业有限公司 20,000.00 5.93% 有限合伙人 货币 

华域汽车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17,000.00 5.04% 有限合伙人 货币 

东华汽车实业有限公司 17,000.00 5.04% 有限合伙人 货币 

中联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15,000.00 4.45% 有限合伙人 货币 

江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0 4.45% 有限合伙人 货币 

山东省陆海港城建设一期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7,000.00 2.08% 有限合伙人 货币 

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4,990.00 1.48% 有限合伙人 货币 

上海颀乾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50.00 0.96% 
特殊有限合

伙人 
货币 

上海尚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  0.03% 普通合伙人 货币 

合  计 337,34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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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出资比例计算结果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

的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十）管理费 

投资期（不含投资期延长期）内，按照每一有限合伙人（特殊有

限合伙人除外）的实缴资本的 2%计算而得的年度管理费总额；投资

期暂停期间，不收取管理费；退出期（含投资期延长期，不含延长期）

内，按照届时每一有限合伙人（特殊有限合伙人除外）在本合伙企业

尚未退出的投资项目的投资成本中分摊的金额的 2%计算而得的年度

管理费总额；延长期及清算期不收取管理费。 

（十一）收益分配 

合伙企业取得投资项目的可分配收入时，应在所有参与该投资项

目的合伙人间根据投资成本分摊比例进行划分，然后按照下述约定同

时分配： 

1.就划分给每一参与该投资项目的有限合伙人（特殊有限合伙人

除外）的部分按如下顺序分配： 

（1）返还有限合伙人之累计实缴资本； 

（2）支付有限合伙人优先回报：直至对该有限合伙人的累计分

配足以使该有限合伙人就其等于实缴资本实现 8%/年（单利）的收益

率； 

（3）弥补普通合伙人回报：可分配收入在支付完毕上述全部金

额后的剩余金额，应全部向普通合伙人或其指定主体进行分配，直至

普通合伙人根据本款累计取得的金额等于有限合伙人根据前述第(2)

款取得的优先回报/80%×20%的金额； 

（4）80/20 分配：此后，如有余额，80%归于有限合伙人，20%

归于普通合伙人。 

2.就划分给普通合伙人及特殊有限合伙人的部分应分别归属于

普通合伙人及特殊有限合伙人，并向普通合伙人及特殊有限合伙人实

际进行分配。 

（十二）亏损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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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合伙企业的投资项目的亏损由所有参与

该项目的合伙人根据其投资成本分摊比例分担，其他亏损由全体合伙

人按照认缴出资比例分担。  

（十三）退出机制 

根据合伙企业的组合投资的特点和需要，合伙企业在出售或以其

他方式处置组合投资时，可以依法选择适用的退出策略。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子公司上汽金控、华域上海、东华汽车、中联电子参与设立

本基金，主要是借助专业投资机构优势，通过专业化投资管理团队，

拓展投资渠道，为公司未来发展发掘优质投资标的，助力公司进一步

完善汽车产业链布局，通过产业链、生态圈及各方的战略合作与投资

协同，形成投资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同时

可获取合理的投资回报，为公司及全体股东创造价值。 

五、风险提示 

本次投资的基金尚处于设立过程中，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

性较低等特点，存在因决策或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投资项目

不能实现预期效益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3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