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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33               证券简称：浙报传媒               编号：临 2016-064 

 

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东方星空投资杭州星路必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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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杭州星路必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投资金额：人民币 4000 万元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东方星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星空”）于 2016

年 9 月 9 日与杭州星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路投资”）、深圳瑞

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财富盛典投资有限公司、桐乡市中聚投

资有限公司、自然人沈楚鹤、郑楚钶、潘筱雯签订《杭州星路必赢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东方星空拟出资 4000

万元认购杭州星路必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伙企业”、

“基金”）的合伙权益，成为基金有限合伙人。基金目标认缴金额为 3 亿元人民币，

首期到位 1.11 亿元。其中，东方星空出资额占基金首期出资额的 36.04%；星路

投资出资 100 万元，占基金首期出资额的 0.90%，成为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并

出任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基金将主要对中国境内外设立或运营的大文化领域的高成长期企业进行股

权或准股权投资。 

（二）本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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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基金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星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星路投资设立于 2012 年 8 月 14 日，系由杭州合享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和东方星空共同出资设立的投资管理平台。星路投资将作为普通合伙人，

负责基金的经营和管理，并担任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执行合

伙事务，对全体合伙人负责。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杭州市下城区新华路 266 号 272 室 

法定代表人：唐健俊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服务：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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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咨询（除证券、

期货），经济信息咨询（除商品中介），企业管理咨询；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

切合法项目。 

主要股东：杭州合享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51%股权，东方

星空持有 49%股权。 

运营情况：星路投资已发起并管理的基金有杭州新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杭州星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人民浙报永柏（杭州）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管理资金规模超 4 亿元，旗下基金已投资项目包括唐人影

视（835885）、铁血科技（833658）、海誉动想、龙渊网络、杰拉网咖、上海起

凡、在线途游等。 

经营业绩：根据浙江天平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平审[2016]0217 号审计报

告，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星路投资总资产 494 万元，净资产 277 万元；

2015 年度营业收入 93 万元，净利润 23 万元。 

备案登记情况：星路投资已完成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登记，私

募管理人登记编号 P1006292。 

2、基金有限合伙人 

首期出资有限合伙人 7 名，分别为东方星空、深圳瑞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杭州财富盛典投资有限公司、桐乡市中聚投资有限公司、沈楚鹤、郑

楚钶、潘筱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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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资标的情况 

1、基本情况 

杭州星路必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一家依照中国法律拟设立的

有限合伙企业，于 2016 年 9 月完成设立，注册地为浙江省杭州市。 

基金目标认缴金额：3 亿元人民币 

首期认缴出资及比例： 

合伙人名称 
首期认缴出资 

（万元） 
首期认缴出资比例 

普通合伙人 

杭州星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 0.90% 

有限合伙人 

东方星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000 36.04% 

深圳瑞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000 18.02% 

杭州财富盛典投资有限公司 1,500 13.51% 

桐乡市中聚投资有限公司 1,500 13.51% 

沈楚鹤 1,000 9.01% 

郑楚钶 500 4.50% 

潘筱雯 500 4.50% 

合计 11,100 100.00% 

 

出资方式：现金出资 

主要投资领域：A 轮至 PE 阶段的文化产业融资项目 

投资方向：新媒体、电竞互娱、影视、动漫二次元等产业。 

经营期限：基金存续期为 5 年，前 3 年为投资期，后 2 年为项目回收期和

退出期。存续期满后，经持有全体有限合伙人权益 2/3 以上的有限合伙人同意，

普通合伙人可延长经营期限 2 次，每次 1 年。 

主要管理人员: （1）唐健俊：浙江大学金融学学士，中国注册会计师（CPA)，

注册税务师。历任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经理助理、浙江新干线传媒投资有限公

司投资经理、东方星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经理、总经理助理及副总经理等职。

曾参与广博股份、伟星股份等众多上市公司的改制上市工作，还参与了亚厦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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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75）、华数传媒（000156）、宋城演艺（300144）、随视传媒（430240）、

浙江华数等多个项目的投资，以及浙报传媒上市、非公开发行并收购杭州边锋及

上海浩方等重大项目。现任星路投资执行董事。 

（2）戚娟娟：毕业于香港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分别获经济学硕士和新闻

学学士。历任《中国企业家》杂志社记者、《福布斯》中文版编辑、新媒体项目

经理、财经网与《财经》杂志社业务发展及市场副总监、财新传媒新媒体总监。

具有超过 10 年的财经媒体采编、新媒体运营经验及 TMT 领域投资经验，先后

参与投资华奥星空、百分点科技、百融金服、上海起凡、东方嘉禾、爱阅读科技、

在线途游、龙渊网络等项目。现任星路投资总经理。 

备案登记情况：基金将尽快办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登记备案工作。 

2、基金的管理模式 

合伙企业采取受托管理的管理方式，由普通合伙人向合伙企业提供投资管

理、行政管理、日常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服务。在合伙企业的经营期限内，执行事

务合伙人可独立决定更换或增加管理人。 

管理及决策机制：合伙企业事务由普通合伙人星路投资管理。普通合伙人设

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就合伙企业投资、退出等作出决策。投资决策委员会由 5

名委员组成，普通合伙人委派委员 4 名，其中 1 名委员任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

普通合伙人另可邀请 1 名第三方人员担任独立的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投资决策委员会的主要职权如下：决定合伙企业对拟投资项目进行投资；所

有投后管理相关事宜；投资权益变现及退出方案；决定临时投资策略和方式；《合

伙协议》规定的其他应由投资决策委员会评议的事项；普通合伙人认为应当征询

投资决策委员会意见的其他事项。投资决策委员会对上述事项作出表决时，必须

经 4 名或以上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同意通过。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不允许投弃权

票。 

 

3、基金的投资限制 

（1）合伙企业不得从事在证券交易市场买卖流通股股份等短期套利或投机

的交易行为。为免疑义，前述交易行为不包括合伙企业从其所投资项目退出时进

行的证券交易、对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及各区域性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

的股权进行投资、以及通过大宗交易或者协议转让等中国法律和相关证券监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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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所允许的方式从非散户手中购买上市公司的股份、认购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和配

售的股份等在正常经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证券交易行为； 

（2）合伙企业不得投资于房地产企业或房地产项目； 

（3）合伙企业不得对外举债或向第三方提供担保或提供反担保； 

（4）合伙企业不得从事适用法律或有管辖权的监管部门禁止合伙企业从事

的其他投资行为。 

4、投资退出机制：拟按照市场化机制通过股权转让、二级市场、被投资公

司管理层回购等方式实现退出。 

5、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1）东方星空持有星路投资 49%股权，为星路投资的参股股东；公司持有

东方星空 44%股权，为东方星空的控股股东。公司间接参股星路投资。 

（2）基金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未来亦不会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

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不存在与第三方影响公司利益的安排。星路投资也未与公

司存在除上述股权关系之外的其他相关利益安排以及与第三方存在其他影响公

司利益的安排。 

四、协议主要内容 

2016 年 9 月 9 日，东方星空与星路投资等签订《合伙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出资 

普通合伙人一般应提前 10 日向有限合伙人发出缴款通知，有限合伙人应该

于付款到期日或之前将应当实际缴付的出资额按时足额缴付至缴款通知指定的

银行账户。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 万。有限合伙人的最低认

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500 万元，普通合伙人有权调低、但不得低于法律法规要求

的最低金额。 

2、主要权利和义务 

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委任普通合伙人星路投资为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

人。经执行事务合伙人提名和决定，合伙企业可至多再接纳一名新的普通合伙人。

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以合伙企业之名义，在其自主判断为必须、必要、有利或方

便的情况下，为合伙企业缔结合同及达成其他约定、承诺、管理及处分合伙企业

之财产，以实现合伙目的。普通合伙人应当基于诚信及公平原则为合伙企业谋求

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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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不得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以其

认缴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除非适用法律另有规定或本协议另有约定，有限合伙人不能转变为普通合伙

人，普通合伙人亦不能转变为有限合伙人。有限合伙人转变为普通合伙人的，对

其作为有限合伙人期间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普通合伙人转变

为有限合伙人的，对其作为普通合伙人期间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

任。 

3、管理费 

年度管理费应为每一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额的2%，以日历年度为基准支付。 

4、收入分配 

合伙企业的可分配收入指下列收入在扣除支付相关税费、债务、合伙企业费

用和其他义务（包括已经发生的和将来可能发生的该等税费、债务、合伙企业费

用和其他义务的合理预留）适当的金额后可供分配的部分： 

（1）合伙企业从其处置投资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处置其在被投资企业中的

股权或其他权益）获得的收入（“项目处置收入”）； 

（2）合伙企业从其投资运营活动获得的分红、股息、利息、其他类似的现

金收入（“投资运营收入”）； 

（3） 普通合伙人确定不再进行投资或用于其它目的并可返还给各合伙人

的实缴出资额（“未使用出资额”）； 

（4） 临时投资收入； 

（5） 违约金收入及其他归属于合伙企业的现金收入（“其他现金收入”）。 

合伙企业从投资项目退出后，对项目投资收入和投资运营收入，应当首先在

各合伙人之间按照其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初步划分。按此划分归属普通合伙人的金

额，应当实际分配给普通合伙人，归属有限合伙人的金额，应当按照下列顺序进

行实际分配： 

（1） 首先，返本。100%向该有限合伙人进行分配，直至该有限合伙人累

计获得的收益分配总额等于其实缴出资总额； 

（2） 其次，优先回报。100%向该有限合伙人进行分配，直至其累计获得

的分配额达到单利 8%每年的回报率。优先回报的计算期间为该有限合伙人每一

期实缴出资额的付款到期日起至该有限合伙人收回该部分实缴出资额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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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后，80/20 分配。80%分配给该有限合伙人，20%分配给普通合伙

人（普通合伙人的绩效收益）。 

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届满前，合伙企业的分配通常以现金进行，但在符合适

用法律及本协议约定的情况下，普通合伙人亦可以分配可公开交易的有价证券或

其他非现金资产的方式来代替现金分配。合伙企业解散后，可以以流通性受限的

证券或其他合伙企业资产进行分配。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东方星空自成立以来，主要致力于文化产业中后期投资，在 PE 投资领域积

累了丰富经验。基金的管理团队系互联网相关行业资深投资人，曾主导或参与投

资亚厦股份（002375）、华数传媒（000156）、宋城演艺（300144）、随视传媒

（430240）、唐人影视（835885）、浙江华数、华奥星空、上海起凡、百分点科

技等众多项目，投资领域涵盖互联网、数字电视、游戏、大数据、影视、演艺、

体育等各个快速增长行业，累计投资额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有多个成功退出案

例，拥有丰富的投资经验和多年一线运营经验。本次对外投资，东方星空有望获

得良好的投资回报，从而增厚上市公司业绩。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及对策 

1、早期项目具有一定不确定性和风险 

基金的投资范围将涵盖文化产业 A 轮项目的股权投资，早期项目处于创业

初期，可能存在商业模式不成熟，业务发展处于摸索阶段，治理结构不完善，制

度不规范的问题，创业者可能精于技术但缺乏管理经验，综合管理能力偏弱。此

外，互联网相关的早期项目多为轻资产运营，早期通常需要较多的资金支撑企业

的发展壮大，可能投入较多但盈利能力暂时不高。再者，目前文化产业投资的资

金泛滥，竞争激烈，导致项目价格偏高，存在一定程度的泡沫。因此，相对于中

后期项目来说，早期项目的不确定性更大，风险也相对较高。 

2、管理团队决策及投资环境变化影响投资标的价值，存在投资本金遭受损

失的风险 

基金投资标的价值取决于投资对象的经营业绩和未来发展预期，而被投资公

司的管理团队对企业的管理运营和战略决策、相关市场宏观调控政策、财政税收

政策、产业政策、法律法规、经济周期以及区域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等都可能影

响被投资公司的经营发展，进而影响本基金投资标的价值，投资本金有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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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损失的风险。 

应对措施：一方面，投资团队长期以来致力于文化产业投资，积累了丰富的

投资经验，具有把握行业发展动向、及时发现行业新趋势或预防新风险的能力；

另一方面，5 人投资决策委员会将在项目投资前进行充分讨论分析，并对项目风

险做好充分研判，风险控制部门将对项目投资进行严格风控管理，在投资期和投

资后有效控制投资风险；最后，管理团队将在项目投资前研究各种项目退出可能

性，确保投资项目有良好的退出渠道，尽可能以回购协议等方式确保最大限度保

证基金及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事项

信息披露业务指引》通知要求，按分阶段披露原则及时披露相关事项的重大进展，

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9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