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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产业投资基金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上海德絮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投资金额：5,000万人民币 

 本项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特别风险提示：产业基金投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 

一、对外投资概述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金证股份”）根据战略

发展规划，公司将以自有资金 5,000万元（人民币，下同）参与投资上海德絮投

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德絮投资”、“基金”）。  

德絮投资产业基金总规模为 50,000 万元，其中广州德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州德同”）出资 500 万元，出资比例 1%；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安保险”）出资 30,000 万元，出资比例 60%；铜秀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秀保理”）出资 14,500万元，出资比例 29%；金证

股份出资 5,000万元，出资比例 10%。基金由普通合伙人广州德同委托德同（北

京）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同北京”）进行管理；基金投资方向

为投资中国境内外金融科技领域的股权及准股权；基金存续期为投资期 4 年+退

出期 3年，延长期不超过 2年。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在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 8位董事一致同意本次投资。本次投资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合作主体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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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产业基金普通合伙人（GP）  

企业名称：广州德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6552358924K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田立新  

注册资本：4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0 年 3月 16日  

住所：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学大道 235号凯得广场 A3栋第 10

层 1001 单元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服务;投资咨询服务。 

股权结构：德同北京持有广州德同 100%股权 

广州德同于 2015 年 06 月 17 日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审核，具备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资格，登记编号为 P1016024。 

广州德同与公司及公司前四大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广州德同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无计划增持公司股份，与公司不存在

相关利益安排，与第三方不存在其他影响公司利益的安排。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没有在广州德同中任职。 

（二）产业基金有限合伙人（LP） 

1.企业名称: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080013687R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欧亚平 

注册资本：146,981.29万元 

成立日期：2013 年 10月 9日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圆明园路 169号协进大楼 4-5楼 

经营范围：与互联网交易直接相关的企业/家庭财产保险、货运保险、责任

保险、信用保证保险、短期健康/意外伤害保险；机动车保险，包括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商业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分出业务；国家法律、



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保险信息服务业务；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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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股东名册 类别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蚂蚁金融服务集团 内资股 199,000,000 13.5391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内资股 150,000,000 10.2054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内资股 150,000,000 10.2054 

深圳市加德信投资有限公司 内资股 140,000,000 9.5250 

优孚控股有限公司 内资股 90,000,000 6.1232 

深圳日讯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内资股 81,000,000 5.5109 

青岛惠丽君贸易有限公司 内资股 50,000,000 3.4018 

上海远强投资有限公司 内资股 50,000,000 3.4018 

深圳市日讯互联网有限公司 内资股 30,000,000 2.0411 

上海灏观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内资股 28,570,000 1.9438 

上海谦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内资股 31,430,000 2.1384 

Morgan Stanley Asia Securities Products LLC H 股 30,730,833 2.0908 

中金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H 股 31,250,000 2.1261 

CDH Avatar, L.P H 股 62,000,000 4.2182 

Keywise ZA Investment H 股 61,189,167 4.1631 

Equine Forces Limited Partnership H 股 55,455,000 3.7729 

根据全球发售发行的 H 股 H 股 229,187,900 15.5930 

总计 - 1,469,812,900 100.0000 

众安保险与公司在股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众安保险与公司前四大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2.企业名称：铜秀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497072366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宇航 

注册资本：19,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 年 7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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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范围：保付代理（非银行融资类）；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业务外

包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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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受托资产管理（不得



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金融软件开发并提供技术支持服务；计算机数据管理；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

与销售及维护。 

股权结构：胡锦华持股比例为 49%；郭天毅持股比例为 51%。 

铜秀保理与公司及公司前四大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及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一）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上海德絮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230MA1JX91A9R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广州德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 年 3月 22日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崇明区新村乡耀洲路 741号 4幢 546室（上海新村经

济小区）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经济信息咨询，财

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账），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

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资产管理，实业投资，市场营销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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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基金期限 

基金的投资期为 4年，退出期为 3年，存续期限延长期不超过 2 年 

（三）基金管理人 

企业名称：德同（北京）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6923170753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邵俊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9 年 7月 21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二街 8号 6 层 710(集中办公区)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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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元） 比例 

上海智映投资有限公司 31,000,000 31% 

汪莉 30,000,000 30% 

张孝义 24,000,000 24% 

李农 5,000,000 5% 

张乐 5,000,000 5% 

耿建 5,000,000 5% 

德同北京于 2014 年 04 月 22 日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审核，具备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资格，登记编号为 P1000513。 

（四）基金出资人结构 

基金出资人分为普通合伙人（GP）和有限合伙人（LP）。普通合伙人为广州

德同，有限合伙人为众安保险、铜秀保理、金证股份。 

（五）基金规模、出资结构及出资进度 

基金规模为 5 亿元人民币。 

公司参与投资基金之前基金出资结构如下：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比例（%） 

普通合伙人（GP）   

广州德同 500 1 

有限合伙人（LP）   

众安保险 30,000 60 

铜秀保理 19,500 39 

合计 50,000 100 

公司拟投资基金后基金出资结构如下：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比例（%） 

普通合伙人（GP）   

广州德同 500 1 

有限合伙人（LP）   

众安保险 30,000 60 



铜秀保理 14,500 29 

金证股份 5,000 10 

合计 50,000 100 

首期实缴资本为人民币贰亿贰仟柒佰伍拾万（227,500,000）元，其中普通

合伙人缴付人民币贰佰伍拾万（2,500,000）元，众安保险缴付人民币壹亿伍仟

万（150,000,000）元、铜秀保理缴付人民币伍仟万（50,000,000）元、金证股

份缴付人民币贰仟伍佰万（25,000,000）元；第二期实缴资本为各合伙人认缴出

资的剩余未出资部分。 

（六）基金投向 

在适用法律及经营范围所允许下，在中国境内外金融科技领域进行股权及准

股权投资。 

（七）基金管理和决策机制 

基金由普通合伙人广州德同委托德同北京进行管理。 

基金下设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对投资管理团队提交的投资项目（及其退出）

进行审议并作出决议（“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由五名成员组成，

其中，二名成员由普通合伙人委派，一名成员由众安保险委派，一名成员由铜秀

保理委派，另外一名成员由德絮投资外聘一名由持有基金合伙权益之三分之二

（2/3）以上（不含本数）的合伙人认可的行业顾问担任。未经普通合伙人批准，

不得对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做出变更。投资决策委员会对下列事项进行审议： 

1.进行任何投资项目； 

2.任何投资项目的退出变现。 

任何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的事项须经由投资决策委员会过半数（不含本数）

成员同意方可通过。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具体议事规则（包括对其的修订）由普通

合伙人另行制定。 

金证股份有权在本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委派一名观察员，观察员有权参加投

资决策委员会会议但对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事项无投票权。 

基金应在首期到账截止日后由有限合伙人代表组建顾问委员会（“顾问委员

会”）。顾问委员会由不超过三名顾问组成，认缴出资达到人民币伍仟万元且按照

出资金额从高到低排序，认缴出资最高的前三名有限合伙人（包括众安保险、铜

秀保理、金证股份）有权分别委派一名顾问。普通合伙人可委派一名代表担任秘



书长，秘书长负责召集及主持顾问委员会会议，但对于所议事项无表决权。委派

顾问委员会委员的有限合伙人对本基金拟投资项目具有优先跟投权。 

（八）相关费用及收益分配 

管理费：投资期内，各合伙人各自按照其认缴出资的 2%计算而得的年度管

理费总额；投资期终止之后至存续期限届满，按照应支付该笔管理费当时每一合

伙人在本合伙企业届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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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应当于每半年结束后对该半年内本合伙企业实际

应承担的管理费按照加权平均的方式统一核算，多退少补。 

投资项目的可分配收入按如下顺序进行分配：  

第一：百分之百（100%）向所有合伙人分配，直至该等分配达到所有合伙人

的累计实缴资本。 

第二：百分之百（100%）向所有合伙人进行分配（该项分配称为“优先回报”），

直至各合伙人实现按其实缴资本 8%年度复利计算的优先回报（每期实缴资本按

照从每次提款通知之到账日期起算到各笔返还实缴分配时点为止）； 

第三：百分之百（100%）向普通合伙人分配，直至该等分配达到优先回报/

百分之八十（80%）×百分之二十（20%）的金额； 

第四：以上分配之后的余额的百分之八十（80%）按照各合伙人的实缴资本

比例分配给各合伙人，20%归于普通合伙人。 

（九）投资方的未来重大义务 

各合伙人应按照其对本合伙企业的认缴出资额分两期缴付其认缴出资。 

（十）违约责任 

有限合伙人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责任或义务的，为“违约

合伙人”，违约合伙人应向其他合伙人及本合伙企业承担责任，该等责任应以其

认缴的出资额为限，但(1)由于有限合伙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而引发的责任不受

其认缴出资额的限制；以及(2)有限合伙人未能根据本协议按时出资的，应根据

本协议承担责任。 

（十一）争议解决方式 

因本协议引起的及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首先应由相关各方通过友好协

商解决；如相关各方不能协商解决，则应提交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



海国际仲裁中心)，按照提交仲裁时该委员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开

庭地点在上海。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相关各方均有约束力。除非仲裁裁决另行

裁定，仲裁费应由败诉一方负担。败诉方还应补偿胜诉方的律师费等支出。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金融科技是科技行业最具活力和成长性的领域之一，拥有数量庞大的中小企

业，其中产品和业务领先的企业不在少数。通过投资基金，公司可以借助专业团

队的力量，集中批量的发掘具有潜力的优质中小企业，对公司的未来发展进行产

业布局。 

本次对产业基金的投资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五、风险提示 

本次投资无保本及最低收益承诺，基金在投资过程中除了受到经济环境、行

业周期、投资标的经营管理、交易方案等多种因素影响外，还存在以下风险：因

被投企业无法及时退出，影响基金现金流回款而存在延期风险；基金的投资运作

还可能会受到宏观经济、产业政策与市场环境等多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

基金管理人的投资管理成效的影响，存在投资收益不达预期的风险。 

公司将加强与合作方的沟通，督促防范投资风险，密切关注投资基金后续运

作情况，督促基金管理人防范各方面的投资风险，尽力维护公司投资资金的安全。 

公司将及时根据本项目的后续进展情况，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与

私募基金合作投资事项信息披露业务指引》的相关要求，继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7年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上海德絮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