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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136  证券简称：丽人丽妆  公告编号：2021-036 

 

上海丽人丽妆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出资设立投资基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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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设立投资基金名称：苏州宝捷会山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暂定名，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名

称为准，以下简称“合伙企业”）。 

 投资金额：合伙企业的目标募集规模为人民币 18,181.82 

万元，其中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丽人丽妆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丽人管理”）作为有限合伙人拟认缴出资

人民币 3,000.00 万元，占合伙企业份额为 16.50%。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风险提示：该事项仍需相关部门行政许可后方可实施，是

否能获得批准存在不确定性；合伙企业存在未能按照协议

约定募集足够资金，不能成功设立的风险。后续投资过程

中可能受到国家政策、法律法规、行业宏观环境、技术发

展、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投资项目周期等多种因素影

响，可能面临投资后无法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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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为更好利用资本市场，实现公司战略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

丽人管理与苏州宝捷会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苏州宝捷会”）和黄勇、刘朝晖、上海乐波劳务服务有限公

司、广州青航投资有限公司、同道精英（天津）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杭州北溟控股有限公司、上海奥维思市场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李伟伟、金永新、赵勇、文艺、张震、卜祥尧、林德能、简伟庆、

吴健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签订《苏州宝捷会山启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合伙企业目标募集规模为人民币 18,181.82 万元，其中丽

人管理作为有限合伙人拟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人民币 3,000.00 

万元，苏州宝捷会作为普通合伙人拟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人民币 

363.64 万元。 

（二）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对外投资的金额为人民币 3,000.00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1.28%，本次购买份额事

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 

本次出资的资金来源为丽人管理的自有资金，不涉及关联交

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基金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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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苏州宝捷会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21X5J817 

成立日期： 2020 年 7 月 7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主要管理人员：黄勇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洋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

区苏虹东路 183 号东沙湖基金小镇 14 幢 206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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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上海洋闰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苏

州宝捷会 99%股权，上海洋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苏州宝捷会 

1%股权 

管理模式：主要专注于满足如下条件的优质企业，并进行相

应投资：1.业务类型条件。被投资企业属于大消费领域的创新品

牌商或创新渠道平台商或营销与数据科技商；2.细分行业条件。

被投资企业聚焦个护美妆（含日化）、食品饮料（含调味品）、母

婴、宠物或生活方式等一种或多种行业；3.项目阶段条件。被投

资企业处于中早期高成长阶段或成熟期易变现阶段 

主要投资领域：被投资企业属于大消费领域的创新品牌商或

创新渠道平台商或营销与数据科技商 

https://www.qcc.com/firm/cfa09c4706e0f32a02d91a02db6bc4e2.html
https://www.qcc.com/firm/f638707cd12b8eee3a593ceead2d687a.html
https://www.qcc.com/firm/cfa09c4706e0f32a02d91a02db6bc4e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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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及 2021 年 1-4 月经营状况： 

单位：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0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13.83 204.59 0.00 -95.41 

2021 年 1-4 月

/2021 年 4 月

30 日 

267.15 152.23 19.23 -16.82 

注：2020年数据为经审计数据，2021年 1-4月为未经审计数据。 

 

苏州宝捷会控股股东上海洋闰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2020 年及 2021 年 1-4 月经营状况： 

单位：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0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97.09 296.99 0.00 0.00 

2021 年 1-4 月

/2021 年 4 月

30 日 

396.19 395.89 0.00 -0.10 

注：2020年及 2021年 1-4月为未经审计数据。 

 

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登记信息（备案编号及登记时间）：

P1071422/ 2020 年 10 月 27 日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事项信

https://www.qcc.com/firm/f638707cd12b8eee3a593ceead2d687a.html
https://www.qcc.com/firm/f638707cd12b8eee3a593ceead2d687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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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披露业务指引》，苏州宝捷会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

排，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无增持公司股份计划，无与第三方存在其他影响公司利益的安

排。 

（二）其他有限合伙人 

1、姓名：黄勇 

身份证号码：310104*****0455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城路 99 弄 

 

2、姓名：刘朝晖 

身份证号码：440106*****4098 

住所：上海浦东新区尚博路 518 弄 

 

3、名称：上海乐波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2077522005XG 

成立日期：2005 年 5 月 17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姚琳陆 

注册地址：上海市奉贤区远东路 777 弄 28 号 112 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翻译服

务；电子商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日用百货、包装材料、文

具用品、五金交电、机电设备、机械设备及配件、仪器仪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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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品、工艺礼品、服装服饰、体育用品、办公设备的批发、零

售；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管理服

务；市场营销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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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姚琳陆持有 99.00%股权，吴慧敏持有 1.00%股

权 

 

4、名称：广州青航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AYAXT5X 

成立日期：2018 年 6 月 27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骆棋辉 

注册地址：广州市从化区广东从化经济开发区高技术产业园

百德新路 45 号 1209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股权结构：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300132)持有

100.00%股权 

 

5、名称：同道精英（天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3410208788 

成立日期：2015 年 7 月 27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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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戴科彬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金昌道 637 号宝正

大厦 24 层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技术、网络技术、通信技术的研发、

转让；计算机软硬件、网络设备、通信设备的销售；企业管理咨

询；经济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

布；收集、整理、储存和发布人力资源供求信息；提供人力资源

信息网络服务；进行人力资源推荐；开展高级人才寻访；开展人

力资源素质测评；组织人力资源招聘；举办人力资源培训；提供

人力资源咨询；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

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

健、药品和医疗器械，含电子公告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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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持有 50.10%股权，Matrix 

Partners China I Hong Kong Limited 持有 21.88%股权，Giant 

Lilly Investment Ltd 持有 21.3450%股权，Tenzing Holdings 

Hong Kong Limited 持有 6.6750%股权 

 

6、名称：杭州北溟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4MA2H0P995G 

成立日期：2019 年 11 月 20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魏文锋 

https://www.qcc.com/firm/f72cae2d4d10829ff695264e8944e9a5.html
https://www.qcc.com/firm/z128bdcda80eddde1dd574aa555851e0.html
https://www.qcc.com/firm/z128bdcda80eddde1dd574aa555851e0.html
https://www.qcc.com/firm/h03d32f8dfe72cc3d59d827d840bd279.html
https://www.qcc.com/firm/h03d32f8dfe72cc3d59d827d840bd2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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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红普路 788 号创智绿谷发展

中心 4 号楼 1201-1室  

经营范围：控股公司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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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锋持有 80.00%股权，雷佳持有 20.00%股权 

 

7、名称：上海奥维思市场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81346704135 

成立日期：1999 年 11 月 4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 万元 

主要管理人员：卢琛 

注册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大叶公路 7618 号 A幢 115 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市场营销策划；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

动；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医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市场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

民意调查、民意测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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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劳务派遣服务；职业中介活

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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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权结构：卢琛持有 50.00%股权，蔡华持有 50.00%股权 

 

8、姓名：李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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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号码：220102*****3324 

住所：上海市宝山区沪太路 2999 弄 

 

9、姓名：金永新 

身份证号码：332602*****277X 

住所：广州市番禺区汉溪大道东 100 号 

 

10、姓名：赵勇 

身份证号码：510702*****1113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九江路 230 号 

 

11、姓名：文艺 

身份证号码：360313*****1047 

住所：南京市建邺区云锦美地花园汇锦苑 3 幢 

 

12、姓名：张震 

身份证号码：110224*****0099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村 105 号 

 

13、姓名：卜祥尧 

身份证号码：230108*****0816 

住所：香港南区数码港贝沙湾 1 期 

 

14、姓名：林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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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号码：440602*****0037 

住所：上海市闵行区宝城路 155 弄 

 

15、姓名：简伟庆 

身份证号码：310105*****0030 

住所：上海市闵行区航东路 775 弄 

 

16、姓名：吴健 

身份证号码：650103*****1317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秀沿路 1177 弄 

 

三、拟设立投资基金情况 

1. 拟设立投资基金名称：苏州宝捷会山启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暂定名，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名称为

准） 

2. 注册地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

片区苏虹东路 183 号东沙湖基金小镇 14 幢 206 室 

3．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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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基金规模：合伙企业拟募集基金规模为人民币 

18,181.82 万元，其中丽人管理认缴出资 3,000.00 万元人民

币，占比 16.50% 

5. 基金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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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投资人及出资额 

序号 企业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人民

币元） 

出资比例

(%) 

承担责任

方式 

1 

苏州宝捷会股权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现金 3,636,364.00 2.00 无限责任 

2 黄勇 现金 34,181,818.00 18.80 有限责任 

3 刘朝晖 现金 22,000,000.00 12.10 有限责任 

4 
上海乐波劳务服

务有限公司 
现金 25,000,000.00 13.75 有限责任 

5 
上海丽人丽妆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 
现金 30,000,000.00 16.50 有限责任 

6 
广州青航投资有

限公司 
现金 10,000,000.00 5.50 有限责任 

7 

同道精英（天津）

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现金 10,000,000.00 5.50 有限责任 

8 
杭州北溟控股有

限公司 
现金 5,000,000.00 2.75 有限责任 

9 

上海奥维思市场

营销管理有限公

司 

现金 3,000,000.00 1.65 有限责任 

10 李伟伟 现金 5,000,000.00 2.75 有限责任 

11 金永新 现金 5,000,000.00 2.75 有限责任 

12 赵勇 现金 5,000,000.00 2.75 有限责任 

13 文艺 现金 5,000,000.00 2.75 有限责任 

14 张震 现金 5,000,000.00 2.75 有限责任 

15 卜祥尧 现金 5,000,000.00 2.75 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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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林德能 现金 3,000,000.00 1.65 有限责任 

17 简伟庆 现金 3,000,000.00 1.65 有限责任 

18 吴健 现金 3,000,000.00 1.65 有限责任 

合计 181,818,182.00 100.00  

 

7. 本次私募基金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登记情况：合伙企业将

在依法设立后，按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要求的时限完成备案

登记。 

8. 存续期间：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自合伙企业成立之日起

计算至第七个周年日为止（简称“存续期限”），该存续期限经

合计持有三分之二合伙企业份额的合伙人书面同意，可相应延长

一年。 

9. 资金来源和出资进度：丽人管理参与设立的该基金资金

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丽人管理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履行出资义

务，除非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另有约定，丽人管理应在首期

出资时一次性缴足全部出资。 

10. 投资策略和方式：合伙企业将主要专注于满足如下条件

的优质企业，并进行相应投资： 

（1）业务类型条件：被投资企业属于大消费领域的创新品

牌商或创新渠道平台商或营销与数据科技商； 

（2）细分行业条件：被投资企业聚焦个护美妆（含日化）、

食品饮料（含调味品）、母婴、宠物或生活方式等一种或多种行

业； 

（3）项目阶段条件：被投资企业处于中早期高成长阶段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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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期易变现阶段。 

合伙企业主要对被投资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可以以

普通股、优先股、可转换优先股、可转换债券、认股权等方式以

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投资。通过债权投资的金额不得超过

本基金实缴总额的 20%。 

11. 丽人管理作为有限合伙人，与其他参与投资基金的投 

资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出资方式 

丽人管理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履行出资义务，除非普通合伙

人与有限合伙人另有约定，丽人管理应在首期出资时一次性缴足

全部出资。 

（二）资金托管 

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合伙企业将委托具有托管服务资质的

银行（“托管机构”）进行托管（相关监管部门另有要求的情况除

外），托管相关的具体安排及托管费将由合伙企业及/或普通合伙

人与托管机构之间签订《托管协议》进行约定。 

（三）各投资人的合作地位和主要权利义务 

1. 普通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为合伙企业的管理人，行使对合伙企业及其投资

业务以及其他运营活动之管理、控制、运营的权力。 

普通合伙人应当承担以下主要义务：（1）向合伙企业缴付出

资；（2）促使合伙企业向各合伙人进行分配；（3）向有限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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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所有与合伙企业募集和运营相关的文件、资料和信息均为真

实、完整、准确，不存在重大遗漏、错误或虚假陈述；（4）普通

合伙人应就合伙企业相关的合伙事务的管理、执行及与管理合伙

事务相关的合伙费用的支取等履行勤勉、谨慎、专业人士的管理

义务和注意义务；（5）普通合伙人应确保合伙企业按本协议的约

定使用资金，不得擅自改变资金用途。 

普通合伙人对于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2.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责

任，有限合伙人不得控制或参与合伙企业的管理或以合伙企业的

名义开展任何业务。任何有限合伙人均无权为合伙企业签署文

件、或代表合伙企业行事。 

有限合伙人享有如下主要权利：（1）参与合伙企业收益分配

的权利；（2）获取协议季度财务报告和年度运营报告；（3）转让

其在合伙企业中权益的权利；（4）就相关事项行使表决权。 

（四）管理及决策机制 

合伙企业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由三名委员

组成，均由普通合伙人委任，其中委任一人为投资决策委员会主

席。投资决策委员会的表决方式包括赞成、反对或弃权。单笔投

资金额人民币 5,000 万元以下的投资决定，必须经至少二名委员

投赞成票；单笔投资金额人民币 5,000 万元及以上的投资决定，

必须经三名委员投赞成票。 

（五）投资领域 

主要投资领域为大消费领域。主要聚焦个护美妆（含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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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饮料（含调味品）、母婴、宠物或生活方式等一种或多种行

业。 

（六）投资限制 

1. 合伙企业在运作过程中不得从事以下业务：（1）从事融

资担保以外的担保、抵押、委托贷款等业务；（2）投资二级市场

股票、期货、房地产、证券投资基金、评级 AAA 以下的企业债、

信托产品、非保本型理财产品、保险计划及其他金融衍生品；（3）

向任何第三方提供赞助、捐赠（经批准的公益性捐赠除外）；（4）

吸收或变相吸收存款，或经营贷款和资金拆借业务；（5）进行承

担无限连带责任的对外投资；（6）发行信托或集合理财产品募集

资金；（7）其他国家法律法规禁止从事的业务； 

2.集中度限制：除非经合计持有三分之二以上合伙企业份额

的合伙人书面同意，合伙企业不得在任何单个被投资企业中投入

超过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 

3.利益冲突和关联交易限制：尽管合伙企业和普通合伙人及

关联方以及他们的股东、合伙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

易会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进行，但在业务运营中仍可能存在与

合伙企业的利益产生实际或潜在的冲突或关联交易。应通过召开

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的方式善意公正地认定、管理、解决这些利

益冲突或决定是否进行关联交易，以维护合伙企业利益； 

4.合伙企业不得从事使其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5.合伙企业不得直接买卖公开市场交易的股票和企业债券、

证券投资基金（但合伙协议所允许的闲置资金投资除外），但是，

不应包括最初由合伙企业取得被投资企业股权，后来该被投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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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上市，或者处置投资项目而作为对价收到的股票和企业债券； 

6.合伙企业不得从事法律、法规以及本协议禁止其从事的其

他事项。 

（七）退出机制 

合伙企业投资退出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1.合伙企业协助被投资企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直接或间接

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后出售被投资企业部分或其关联上市公司股

票退出； 

2.合伙企业直接出让被投资企业股权、出资份额或资产实现

退出。为避免歧义，该等出让不包含合伙企业出于调整投资结构

而将被投资企业股权、出资份额或资产全部或部分转让给合伙企

业的关联方，但在转让后间接通过合伙企业和/或合伙企业的关

联方拥有该等被投资企业股权、出资份额和资产权益的投资人未

发生变化的情形； 

3.被投资企业解散、清算后，合伙企业就被投资企业的财产

获得分配。 

（八）管理费 

1.合伙企业投资期内，年度管理费的收取标准为合伙企业认

缴出资总额的 2%，管理人有权单独决定豁免或调整部分基金管

理费； 

2.合伙企业管理及退出期（为避免歧义，不包括清算期）内，

年度管理费为相应的每个合伙企业存续年度合伙企业尚未退出

的投资项目总计投资成本*年度管理费费率。管理及退出期内第

一个合伙企业存续年度的年度管理费费率为 1.5%，之后每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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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合伙企业存续年度，年度管理费费率相应递减 0.25%，即管

理及退出期内第二个合伙企业存续年度的年度管理费费率为 

1.25%，管理及退出期内第三个合伙企业存续年度的年度管理费

费率为 1%（如有），以此类推； 

3.若合伙企业因发生特定事件而提前解散或因其他原因导

致管理费支付期间为不完整的合伙企业存续年度，则该合伙企业

存续年度的年度管理费应按比例折算后，由管理人进行相应返

还； 

4.合伙企业在清算期间无需支付管理费。 

（九）基金的收入来源和分配方式 

1. 收入来源： 

合伙企业的可分配收益（“可分配收益”）指下列收入在扣除

相关税费后的可分配部分： 

（1）合伙企业从其处置投资项目获得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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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普通合伙人确定不再进行投资或用于其他目的并可返

还给各合伙人的实缴出资额； 

（4）闲置资金投资收入； 

（5）违约金收入、赔偿金及其他应归属于合伙企业的现金

收入。 

2. 分配原则： 

合伙企业的可分配收益，除非经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另

行约定，应按下述原则进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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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间分配：合伙企业存续期限内，在支付合伙企业费

用并根据协议合理预留支付合伙企业费用、相关债务和义务的金

额和在合伙企业投资期内用于循环投资的资金（若有）后，除非

经全体合伙人的同意而另行决定其他合理的时点，合伙企业原则

上在取得每一投资项目（“期间分配项目”）可分配收益后的九十

日内（“期间分配时间点”）向全体合伙人进行分配（“期间分配

收益”）。若因办理纳税事项及其他与期间分配项目相关的行政事

项导致期间分配时间点需延后的，各方均同意等相应事项完成后

再进行期间收益分配。同时，经全体有限合伙人同意，普通合伙

人有权保留必要的款项用于支付已发生的费用和开支或未来的

费用和开支。若全体合伙人的累计期间分配收益总额，已达到全

体合伙人缴付的累计实缴出资额以及全体有限合伙人按照累计

实缴出资额每年百分之八的单利计算所得金额之和，合伙企业将

不再进行期间分配。 

（2）退出分配：在合伙企业最后一个投资项目退出后或合

伙企业解散事件发生后（以孰早发生者为准），合伙企业应将届

时合伙企业可分配收益扣除合伙企业营运及清算费用及其他必

要开支后，向全体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进行退出分配。具体

的分配时点（“退出分配时间点”）与分配金额以普通合伙人发出

的分配通知为准。 

合伙企业于管理及退出期内持有的可分配收益，除非经普通

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另行约定，应当按照下列次序进行退出分

配： 

1）返本：首先，向全体合伙人按其各自实缴出资比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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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直到全体合伙人取得的分配总额达到期间分配项目中全体

合伙人实缴出资的总额。 

2）优先回报：其次，完成返本分配后仍有剩余的，按全体

有限合伙人各自实缴出资比例全部分配给全体有限合伙人，直至

其就累计实缴出资的总额获得按照每年百分之八的单利计算所

得的优先回报（“优先回报”），优先回报的计算期间为各有限合

伙人在期间分配项目中对应的每一期实缴出资额的实际到账之

日起到各有限合伙人收回该部分实缴出资额之日止；同时，若各

合伙人取得的期间分配收益总额已达到其就截至本分配时点已

经缴付的累计实缴出资额以及全体有限合伙人按照累计实缴出

资额每年百分之八的单利计算所得金额之和，合伙企业将不再进

行优先回报分配； 

3）普通合伙人追补：然后，完成优先回报分配后仍有剩余

的，全部分配给普通合伙人；直至普通合伙人累计获得的收益分

配额等于普通合伙人追补分配及全体有限合伙人优先回报分配

之和的百分之二十； 

4）80/20 收益分配：最后，若仍有剩余的，剩余部分的百

分之八十按照有限合伙人间的实缴出资比例分配给有限合伙人，

百分之二十分配给普通合伙人。 

（十）解散与清算 

合伙企业应在下列任何解散事件发生之日起十五日内进行

清算： 

（1） 合伙企业存续期限届满且未根据协议的约定延长； 

（2） 协议约定的合伙目的已经实现或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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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一致同意清算的； 

（4） 有限合伙人严重违约，致使普通合伙人判断合伙企业

无法继续经营； 

（5） 合伙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6） 出现《合伙企业法》等法律、法规及协议规定的其他

解散原因。 

清算人由普通合伙人担任，除非有限合伙人一致决定由普通

合伙人之外的人士担任。 

（十一）争议解决 

因协议引起的及与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如果无法通过友好

协商解决，应根据届时有效的《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由

上海仲裁委员会（“SAC”）进行仲裁，并最终通过该仲裁解决。

仲裁员应为三名。仲裁地点或法定地点为上海。仲裁程序使用的

语言应为中文。与仲裁程序相关的所有文件均应使用中文，或者，

如果使用另一种语言，则应附有英语翻译。 

（十二）协议生效 

协议自全体合伙人共同有效签署之日起生效，自合伙企业存

续期限届满清算结束后终止。 

（十三）投资冷静期及冷静期解除权 

对于已作为有限合伙人签署本协议的投资者，除根据适用法

律可以豁免适用关于冷静期的规定，则自生效日起二十四小时为

投资合伙企业的冷静期。冷静期内，普通合伙人不会以任何方式

主动与其联系，且冷静期内有限合伙人有权随时以书面通知普通

合伙人的方式就其自身解除本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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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丽人管理本次拟出资设立投资基金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有

利于公司围绕自身主营业务继续深耕发展，也可以通过投资的方

式使公司可以连接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相关产业，使公司进一步

有机会了解和把握各相关产业的发展前景及行业趋势，为公司未

来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 

本次投资不会影响公司现金流的正常运转，不会对本公司的

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六、风险揭示 

本次投资仍需相关部门行政许可后方可实施，是否能获得批

准存在不确定性；合伙企业存在未能按照协议约定募集足够资

金，不能成功设立的风险；后续投资过程中可能受到国家政策、

法律法规、行业宏观环境、技术发展、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

投资项目周期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面临投资后无法实现预期收

益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丽人丽妆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