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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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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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
CRRC CORPORATION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碼：1766）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關於子公

司認購杭州中車時代創業投資合伙企業（有限合伙）份額的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劉化龍

中國‧北京

2017年 2月 28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劉化龍先生及奚國華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劉智勇先生；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李國安先生、張忠先生、吳卓先生、辛定華先生及陳嘉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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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766（A 股）     股票简称：中国中车（A 股）         编号：临 2017-009 

证券代码：  1766（H 股）     股票简称：中国中车（H 股）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认购杭州中车时代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份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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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类型：公司子公司参与认购创业投资基金 

 投资标的：杭州中车时代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一、对外投资的概述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车”、“公司”）直接持股的全

资子公司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 5,000万元人民币认购杭州中车时代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时代创投基金”）份额。时代创投

基金系于国家创新创业的大背景下设立，主要以股权投资的方式投资高端装备制

造为主的国家倡导的战略新型产业，旨在提升国家高端装备制造能力。 

该基金出资认缴总规模为不高于 5 亿元人民币。公司直接持股的全资子公司

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作为该基金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额 5,000 万元人民币。 

本次对外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

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对外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4,318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周军军 

成立日期：2004 年 4 月 14 日 

注册地址：株洲市石峰区田心高科技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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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交通运输装备电机、变压器、互感器、电抗器的产品及配件的研

究、开发、制造和销售；风力发电机组、矿山和石油钻采炼制用防爆电气机械产

品和其它电气机械产品及相关配件的研究、开发、制造、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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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为中国中车直接持股的全资子公司。 

三、基金管理人的基本情况 

（一）基金管理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株洲中车时代高新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鹏 

成立日期：2003 年 5 月 12 日 

注册地址：株洲市天元区天台路 123 号华晨.金茂尚都 B 座 8 楼 815 号 

经营范围：基金管理、投资管理、股权投资、创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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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高科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15,000 万元，持有其 50%股权；中

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出资 15,000 万元，持有其 50%股权。 

株洲中车时代高新投资有限公司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私募基

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P1061064 ）。 

（二）基金管理人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基金管理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的参股公

司（持股 50%）。基金管理人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四、基金的基本情况 

时代创投基金的首批投资人株洲中车时代高新投资有限公司、株洲联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易成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重庆国际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杭州

高新风险投资有限公司、何红渠已就设立基金签署合伙协议。该基金已于 2016

年 12 月 27 日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设立。2017 年 2 月 28 日，该基金第二批

投资人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和端信投资控股（北京）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伙协议。

基金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 基金的基本信息 

1、基金名称：杭州中车时代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基金总规模：不高于 5 亿元人民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已募集 3.49

亿元人民币） 

3、基金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http://www.tianyancha.com/company/221464724
http://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42466909
http://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42466909
http://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42466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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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立日期：2016 年 12 月 27 日 

5、住所：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江南大道 3900 号 1 层 1058 室 

6、基金的存续期限：7 年（投资期为自交割日起的 3 年，回收期为剩余 4

年），经合伙人大会审议通过后可决定将基金的期限再延长 1 年。 

7、基金合伙人情况 

株洲中车时代高新投资有限公司为普通合伙人，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端

信投资控股（北京）有限公司、株洲联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易成实业投资

有限公司、重庆国际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杭州高新风险投资有限公司、何红渠为

有限合伙人。 

（1）株洲中车时代高新投资有限公司 

株洲中车时代高新投资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详见本公告“三、基金管理人的

基本情况”。 

（2）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 

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详见本公告“二、对外投资主体的基本情

况”。 

（3）端信投资控股（北京）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端信投资控股（北京）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18 号院 1 号楼 1001-15 室 

法定代表人：赵青春 

注册资本：331,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 年 11 月 17 日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企业管理；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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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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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端信投资控股（北京）有限公司是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4）株洲联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株洲联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株洲市石峰区田心北门 

http://www.tianyancha.com/human/2196286305-c29735443
http://www.tianyancha.com/company/30277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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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肖勇民 

注册资本：10,5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2 年 11 月 4 日 

经营范围：轨道牵引装备和轨道车辆配件的制造与修理，机电制造与修理，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

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百货、五金、交电、

日用杂品、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金属材料（专营除外）、建筑材料、

纺织品批零兼营；服装加工；汽车货运；设备、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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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上海易成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易成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1029 号 8 号楼西侧 101 室 

法定代表人：季刚 

注册资本：4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 年 12 月 18 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财务咨询，商务信息咨询，投

资信息咨询，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从事新材料科技、环保科技、生物科

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金融信息服务（金融业

务除外），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外包，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

融业务流程外包，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知识流程外包，仪器仪表、机械设

备的批发、零售，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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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重庆国际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重庆国际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公司住所：重庆市大渡口区建桥工业园 B 区 

法定代表人：吴明 

注册资本：236,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1 年 08 月 26 日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玻璃纤维系列产品、玻璃纤维增强塑料产品、玻璃纤

维用浸润剂及助剂、空气分离制品（压缩或液化的氧、液化的氩、压缩的氮〈限

长寿区分公司经营〉）（按重庆市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设立批准书核定事项从事

经营）；玻璃纤维工业成套技术与成套装备的研发与制造；从事非配额许可证管

http://www.tianyancha.com/human/2120751345-c418495769
http://www.tianyancha.com/human/1885113383-c2334751578
http://www.tianyancha.com/human/1846866850-c147094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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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非专营商品的收购出口业务（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贵金属及合金材料、

合金制品的研发、加工、销售、租赁及回收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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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杭州高新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杭州高新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内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3850 号创新大厦 2 楼 202 室 

法定代表人：任小玲 

注册资本：8,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 年 12 月 29 日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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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

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杭州高新是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8）何红渠 

姓名：何红渠 

身份证号码：430104196408212559 

住址：长沙市岳麓区高家坪 10 栋 701 房 

何红渠，男，1964 年 8 月 21 日出生，管理学博士，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研

究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财务管理、财务会计、战略规划、组织治理与组织管

理。学术成果：公开发表论文 50 余篇，出版专著 4 部，获得国家及省部级科学

研究奖励 4 项。 

8、基金合伙人投资比例、资金来源和出资进度 

首批投资人于 2016 年 12 月 21 日签署合伙协议，认缴总规模为 2.49 亿元人

民币，出资分三期缴纳，各期缴纳比例为 4:3:3，首批投资人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及其占比 

出资

方式 
资金来源 出资进度 合伙人类型 

株洲中车时代高新投

资有限公司  
5,000 20.08% 货币 自有 40% 普通合伙人 

株洲联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5,100 20.48% 货币 自有 40% 有限合伙人 

上海易成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  
5,000 20.08% 货币 自有 40% 有限合伙人 

http://www.tianyancha.com/human/1774400282-c67960065
http://www.tianyancha.com/company/37873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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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国际复合材料有

限公司  
5,000 20.08% 货币 自有 40% 有限合伙人 

杭州高新风险投资有

限公司 
3,000 12.05% 货币 自有 40% 有限合伙人 

何红渠 1,800 7.23% 货币 自有 40% 有限合伙人 

合计 24,900 100% - - - - 

2017 年 2 月 28 日，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和端信投资控股（北京）有限公

司签署了合伙协议，成为第二批入伙的有限合伙人，与首批合伙人享有同等的权

益。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各合伙人的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及其占比 

出资

方式 

资金 

来源 

出资  

进度 

合伙人 

类型 

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 5,000 14.33% 货币 自有 40% 有限合伙人 

端信投资控股（北京）有

限公司 
5,000 14.33% 货币 自有 40% 有限合伙人 

株洲中车时代高新投资

有限公司 
5,000 14.33% 货币 自有 40% 普通合伙人 

株洲联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5,100 14.61% 货币 自有 40% 有限合伙人 

上海易成实业投资有限

公司 
5,000 14.33% 货币 自有 40% 有限合伙人 

重庆国际复合材料有限

公司 
5,000 14.33% 货币 自有 40% 有限合伙人 

杭州高新风险投资有限

公司 
3,000 8.60% 货币 自有 40% 有限合伙人 

何红渠 1,800 5.16% 货币 自有 40% 有限合伙人 

合计 34,900 100.00% - - - - 

9、基金经营范围：服务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

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

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10、基金备案情况：目前该基金已完成设立，正在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办理备案。 

11、基金目前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并且在基金存续期内亦不会持有

公司股份；基金除了与合伙人之间的合伙权益分配关系外，与公司不存在其他相

关利益安排；基金与第三方不存在其他影响公司利益的安排。 

（二）基金的管理模式 

1、管理及决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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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合伙人代表基金，有权以其自身的名义或基金的名义管理、经营基金及

其事务。有限合伙人不参与基金的日常管理、经营，并且在相关事务中无权代表

基金。除非本协议另有明确约定，基金的普通合伙人有完全的权限和权力代表或

指示基金从事普通合伙人认为对基金的经营、投资项目的管理以及促进基金的业

务发展所必需的或适当的所有事项。 

基金设立投资委员会，投资委员会是基金的最高投资决策机构，对相关事项

做出决议。 

2、合伙人的主要权利义务 

（1）普通合伙人的主要权利义务 

接收潜在有限合伙人的入伙申请，要求潜在有限合伙人提供普通合伙人认为

为遵守任何适用法律所必需的或适当的信息，并代表时代创投基金与该潜在有限

合伙人签署有关的法律文件，批准该潜在有限合伙人入伙；处理时代创投基金的

继任合伙人入伙和任何有限合伙人的退伙事宜；作为基金管理人，寻找、评估并

商谈投资机会，直接或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对投资项目进行投资；作为基金管理人，

监督被投资公司的运营情况，并在适当的时机向被投资公司委派董事或高级管理

人员，行使时代创投基金对被投资公司的所有权利，联络、协助被投资公司并向

其提供咨询，以及采取普通合伙人认为适合于保护合伙资产的任何行动；以时代

创投基金的名义开立并维持银行账户，收取合伙人缴纳的出资、投资收入、处置

投资项目所得收益和时代创投基金收取的任何其它款项；履行时代创投基金的所

有义务，包括但不限于支付约定的开支和费用，并为时代创投基金当前或今后预

期的义务和或有费用提取准备金；当普通合伙人或时代创投基金有义务代扣代缴

某合伙人应支付的某一税项时，支付或指示时代创投基金支付该税项，但普通合

伙人应提前告知该合伙人其支付该税项的义务，并且应协助该合伙人完成就其在

时代创投基金中的合伙权益根据适用法律可享受的任何税收减免的申请，费用由

该合伙人承担；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向合伙人作出分配；聘请普通合伙人认为对时

代创投基金的事务必要或适当的雇员、代理（包括私募代理）、财务顾问、税务

顾问、律师、咨询人员或其它专业人员并支付合理报酬，该等人员可以是普通合

伙人关联方，但雇佣的条款必须是公平的；提起、进行任何有关时代创投基金或

任何合伙资产的诉讼，就该诉讼进行和解或提出抗辩，相关费用由时代创投基金

承担；根据普通合伙人的判断，代表时代创投基金达成、订立并履行其认为对促

进时代创投基金业务所必需的和适当的协议、文件和承诺；提议变更时代创投基

金的经营范围，并在获得时代创投基金的合伙人特别许可后变更经营范围；变更

时代创投基金的名称和注册地址（普通合伙人应在相应事项变更后尽快通知其他

合伙人）；及根据协议授予普通合伙人的其它权力及职权。 

   （2）有限合伙人的主要权利义务 

有限合伙人参加或委托代表参加合伙人会议并依实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

自行或委托代理人查阅合伙企业相关会议记录、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表及其他经

营资料；对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情况进行监督，对合伙企业的经营管

理提出合理化建议；按照本协议的约定，享有收益及财产分配权；按照本协议的

约定，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部分出资或将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权益出

质；在合伙企业的利益受到侵害时，向有责任的合伙人主张权利或提起诉讼；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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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时，敦促执行事务合伙人行使权利，或为了合伙企业

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本协议约定或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 

有限合伙人按本协议约定按期缴纳出资，遵守出资要求并承担相应的出资责

任；不得恶意从事损害合伙企业利益的投资活动；对合伙企业的债务以其认缴出

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对合伙企业的合伙事务和投资组合等相关事宜予以保

密；除按本协议约定行使相关权利外，不得参与执行合伙事务；法律法规及本协

议规定的其他义务。 

3、管理费、业绩报酬 

基金管理费将按以下方式计收：在投资期内，每年按基金总认缴出资额的

2%计收；在回收期及基金延长期内，每年按基金所有尚未退出的投资项目的投

资成本总额的 2%计收。 

在有限合伙人收回本金并获得基础门槛收益的条件下，普通合伙人提取基金

收益的 20%作为业绩报酬，具体分配顺序及方式详见以下“利润分配安排”。 

4、利润分配安排 

基金所产生的收益（包括现金、有价证券、实物分配、股息、利息及其它收

入等），将在全体合伙人之间按如下先后顺序进行分配： 

（1）100%向每名有限合伙人按其各自的出资比例分配，直至该分配额达到

每名有限合伙人的实际出资额； 

（2）100%向普通合伙人分配，直至该分配额达到普通合伙人的实际出资额； 

（3）100%向每名有限合伙人按其各自的出资比例分配，直至该分配额达到

每名有限合伙人的基础门槛收益； 

（4）100%向普通合伙人分配，直至该分配额达到普通合伙人的基础门槛收

益； 

（5）100%向普通合伙人分配，直至普通合伙人收到等同于前述（3）款和

（4）款合计向所有合伙人分配的基础门槛收益总额的 25%（本款计算的分配额

与前述（4）款所分配的基础门槛收益独立计算且分别进行分配，前述（4）款的

基础门槛收益不视作本款绩效分配额的一部分）； 

（6）剩余收益 (i) 80%向所有合伙人（按其各自的出资比例）分配，及(ii) 20%

向普通合伙人分配。 

（三）基金的投资模式 

1、投资领域 

基金主要投向以高端装备制造以及服务为主，原则上 60%的资金投资于该领

域的早中期、初创期创新型企业。 

2、投资标的选择 

基金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优质投资标的，优质投资标的的标准包括但不

限于：（1）行业符合新兴战略产业发展方向；（2）行业排名靠前或具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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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影响力；（3）拥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或核心竞争力；（4）团队

富有创业精神和强有力的执行力；（5）有成长性；（6）与资本市场对接无障碍。 

3、盈利模式及投资后的退出机制 

基金的盈利来源于所投企业的分红、投资所获取股权的转让、回购、并购、

上市所产生的溢价，退出机制主要是所投项目 IPO 后在二级市场退出、在新三

板或其他证券交易所挂牌并转让退出、被上市公司或其他企业并购或收购、所投

企业的原股东回购股权、清算退出等方式。 

五、本次投资的风险 

本次公司子公司拟投资该基金，该基金可能存在未能寻求到合适的投资标

的、投资回收期较长的风险；可能存在因决策失误，或者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因

经济环境、行业环境、政策环境、投资标的经营管理等因素影响，导致无法达到

预期投资收益或出现亏损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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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主要投向包含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链及相关行业，与公司主营业务存在协

同性。公司子公司投资该基金，有利于创新投资模式，推进产业与资本的有效融

合。 

本次投资对公司本年度业绩无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