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海横琴新区荣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以下简称《合伙企业

法》）、《珠海经济特区商事登记条例》、《珠海经济特区商事登记条例

实施》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协议。 

第二条 本企业为有限合伙企业，是根据协议自愿组成的共同经营体。

全体合伙人愿意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依法纳税，守法经营。 

第三条 本协议条款与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不符的，以法律、行政

法规、规章的规定为准。 

第四条 本协议经全体合伙人签名、盖章后生效。合伙人按照合伙协

议享有权利，履行义务。 

 

第二章 合伙企业的名称和主要经营场所的地点 

第五条 合伙企业名称：珠海横琴新区荣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第六条 企业经营场所：  珠海市横琴镇上村 6号楼 202 单元   

 

第三章 合伙目的和合伙经营范围及合伙期限 

第七条 合伙目的：通过合伙，将有不同资金条件和不同技术、管理

能力的人或企业组织起来，集中多方力量共同从事经营活动，相互弥补各

自的缺陷，实现一方在一定期限内难以实现的经营目的，分享经营所得。                                        

第八条 合伙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  。 

第九条 合伙期限为二十年。 

 

第四章 合伙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 

第十条 合伙人共 17 个，分别是： 

1、普通合伙人： 苏清卫  

住所（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吉大情侣南路弘发巷 3号 10栋 301  ， 



 

 

证件名称：   居民身份证      ， 

证件号码：   31011019680225**** ； 

2、有限合伙人：  陆文纲    

住所（址）：  北京市房山区新镇原新西路 2号楼 115号， 

证件名称：  居民身份证    ， 

证件号码：  11022519641020**** ； 

3、有限合伙人：  程文浩   

住所（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香洲富柠街 103 号 1 栋 1 单元 303

房  ， 

证件名称：  居民身份证    ， 

证件号码： 43060319450126****       ； 

4、有限合伙人：  蒋毅      

住所（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吉大石花东路 123 号 9栋 21D房  ， 

证件名称：  居民身份证    ， 

证件号码：  22010319690707****  ； 

5、有限合伙人：  邹郑平     

住所（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香洲双竹 33 号 4栋 201房， 

证件名称：  居民身份证    ， 

证件号码： 64020319620907****； 

6、有限合伙人：  李立瑾     

住所（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香洲香悦路 36号 5栋 103房 ， 

证件名称：  居民身份证    ， 

证件号码：  42010319731217**** ； 

7、有限合伙人：  李伟     

住所（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吉大石花东路 123号 6 栋 7E  ， 

证件名称：  居民身份证    ， 

证件号码： 32010519610605****   ； 

8、有限合伙人：  朱振华    

住所（址）：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双山路南乙烯三区 11号 602房  ， 

证件名称：  居民身份证    ， 



 

 

证件号码：  62010419530415****    ； 

9、有限合伙人：  闫杰     

住所（址）： 武汉市武昌区保集安三区 7 栋 14-6号            ， 

证件名称：  居民身份证    ， 

证件号码：  42011119720503****              ； 

10、有限合伙人：  段晓婷    

住所（址）：  武汉市汉阳区七里新村湖畔人家 18号 2楼 3 号 ， 

证件名称：  居民身份证    ， 

证件号码：  42011119761227**** ； 

11、有限合伙人：  陈子红     

住所（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白莲路 176 号 57 栋 501 房， 

证件名称：  居民身份证    ， 

证件号码：  51031119691215**** ； 

12、有限合伙人：  钏志宏    

住所（址）：  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南水镇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

有限公司        ， 

证件名称：  居民身份证    ， 

证件号码：  53300119880904****      ； 

13、有限合伙人：  张红     

住所（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拱北夏湾路 237 号 15栋 204房， 

证件名称：  居民身份证    ， 

证件号码：  36010219660924****； 

14、有限合伙人：  高绍丹      

住所（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吉大园林路 1号 43栋 402房   ， 

证件名称：  居民身份证    ， 

证件号码：  44142319740718**** ； 

15、有限合伙人：  张恒       

住所（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吉大石花东路 123 号 19栋 12F房 ， 

证件名称：  居民身份证    ， 

证件号码：  51068119830414****  ； 



 

 

16、有限合伙人：  杨超    

住所（址）：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文华路 10号 307房    ， 

证件名称：  居民身份证    ， 

证件号码：  41290119760426****       ； 

17、有限合伙人：  朱荣基     

住所（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吉大白莲路 113 号 80栋 601房， 

证件名称：  居民身份证    ， 

证件号码：  43060319530605**** ； 

以上普通合伙人为自然人的，都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第五章 合伙人的出资方式、数额和缴付期限 

第十一条  合伙人的出资方式、数额和缴付期限： 

1、普通合伙人：苏清卫   。 

以货币出资 60万元，总认缴出资 6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 %。 

认缴出资在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12 个月内缴足。 

2、有限合伙人 ：陆文纲  。 

以货币出资 810 万元，总认缴出资 81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4 %。 

认缴出资在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12 个月内缴足。 

3、有限合伙人 ：程文浩  。 

以货币出资 75 万元，总认缴出资 7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 %。 

认缴出资在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12 个月内缴足。 

4、有限合伙人 ：蒋毅  。 

以货币出资 60 万元，总认缴出资 6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 %。 

认缴出资在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12 个月内缴足。 

5、有限合伙人 ：邹郑平  。 

以货币出资 60 万元，总认缴出资 6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 %。 

认缴出资在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12 个月内缴足。 

6、有限合伙人 ：李立瑾  。 

以货币出资 60 万元，总认缴出资 6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 %。 

认缴出资在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12 个月内缴足。 



 

 

7、有限合伙人 ：李伟  。 

以货币出资 60 万元，总认缴出资 6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 %。 

认缴出资在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12 个月内缴足。 

8、有限合伙人 ：朱振华  。 

以货币出资 60 万元，总认缴出资 6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 %。 

认缴出资在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12 个月内缴足。 

9、有限合伙人 ：闫杰。 

以货币出资 60 万元，总认缴出资 6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 %。 

认缴出资在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12 个月内缴足。 

10、有限合伙人 ：段晓婷。 

以货币出资 45 万元，总认缴出资 45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 %。 

认缴出资在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12 个月内缴足。 

11、有限合伙人 ：陈子红  。 

以货币出资 15 万元，总认缴出资 15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 %。 

认缴出资在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12 个月内缴足。 

12、有限合伙人 ：钏志宏  。 

以货币出资 15 万元，总认缴出资 15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 %。 

认缴出资在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12 个月内缴足。 

13、有限合伙人 ：张红  。 

以货币出资 20.25万元，总认缴出资 20.2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35 %。

认缴出资在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12 个月内缴足。 

14、有限合伙人 ：高绍丹  。 

以货币出资 7.5万元，总认缴出资 7.5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0.5 %。 

认缴出资在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12 个月内缴足。 

15、有限合伙人 ：张恒。 

以货币出资 82.5万元，总认缴出资 82.5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5 %。 

认缴出资在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12 个月内缴足。 

16、有限合伙人 ：杨超  。 

以货币出资 6 万元，总认缴出资 6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0.4 %。 

认缴出资在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12 个月内缴足。 



 

 

17、有限合伙人 ：朱荣基  。 

以货币出资 3.75 万元，总认缴出资 3.75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0.25 %。 

认缴出资在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12 个月内缴足。 

 

第六章 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方式 

第十二条 合伙企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财政部颁发的

《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建立本合伙企业的财产、

会计制度。 

第十三条 合伙企业按出资比例分配当年的税后利润，承担当年的亏

损。 

1、盈余（亏损）是指每一会计年度内的营业总收入减去成本、税费后

的余额。出资人按比例分配利润上缴的个人所得税由各合伙人负担，在分

配给该合伙人的利润中扣减。如果企业亏损，合伙人应按出资比例承担亏

损。 

2、各合伙人均享有参加盈余分配的权利。盈余分配方案连同每会计年

度经营收支明细帐，在会计年度终止后的一个月内公布。合伙人在分配方

案公布之后，实施之前，可对分配方案和帐目进行审核，任何人对分配方

案持有异议，应由合伙人全体会议讨论裁决。合伙会计年度从每年 1 月 1

日开始，至次年 1月 1日止。 

3、合伙所有的明细帐目应充分显示合伙的经营状况、资金周转状况和

纳税情况。 

4、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应在年终将年度资产负债表和经营报告的复

印件交送每个合伙人，如果合伙人在收到上述复印件之后的一个月内没有

向合伙负责人提出书面或口头的反对意见，推定他对该年度的经营状况没

有异议。 

5、合伙人以商号的名义开列银行帐户，银行支票和期票应由合伙负责

人与主管财会的合伙人共同签署。 

 

 

 



 

 

第七章 合伙事务的执行 

第十四条 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经全体合伙人

决定 ，委托  苏清卫  执行合伙事务；其他合伙人不再执行合伙事务 。

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对外代表企业。 

第十五条  不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有权监督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合

伙事务的情况。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当定期向其他合伙人报告事务执行情况

以及合伙企业的经营和财务状况，其执行合伙事务所产生的收益归合伙企

业，所产生的费用和亏损由合伙企业承担。 

第十六条 合伙人分别执行合伙事务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可以对其他

合伙人执行的事务提出异议。提出异议时，暂停该事务的执行。如果发生

争议，依照本协议第十六条的规定作出表决。受委托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

人不按照合伙协议的决定执行事务的，其他合伙人可以决定撤销该委托。 

执行事务合伙人的除名条件为：  通过合伙人会议全体表决同意  。 

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更换程序为：  通过合伙人会议全体表决同意  。 

第十七条 合伙人对合伙企业有关事项作出决议，实行合伙人一人一

票并经全体合伙人过半数通过的表决办法。 

第十八条 合伙企业的下列事项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 

（一）改变合伙企业的名称； 

  （二）改变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主要经营场所的地点； 

  （三）处分合伙企业的不动产； 

  （四）转让或者处分合伙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其他财产权利； 

  （五）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 

（六）聘任合伙人以外的人担任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 

第十九条 普通合伙人不得自营或者同他人合作经营与本有限合伙企

业相竞争的业务；有限合伙人可以自营或者同他人合作经营与本有限合伙

企业相竞争的业务。 

除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外，合伙人不得同本合伙企业进行交易。有

限合伙人可以同本有限合伙企业进行交易。 

第二十条 合伙人经全体合伙人决定，可以增加或者减少对合伙企业

的出资。 



 

 

第二十一条 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

业，有《合伙企业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的行为，不视为执行合伙事务。 

 

第八章 入伙与退伙 

第二十二条 新合伙人入伙，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依法订立书面

入伙协议。订立入伙协议时，原合伙人应当向新合伙人如实告知原合伙企

业的经营状况和财物状况。入伙的新合伙人与原合伙人享有同等权利，承

担同等责任。新普通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新入伙的有限合伙人对入伙前有限合伙企业的债务，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

限承担责任。 

第二十三条 有《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合伙

人可以退伙。 

合伙人违反《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五、或四十六条规定退伙的，应当

赔偿由此给合伙企业造成的损失。 

第二十四条  普通合伙人有《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

一的和有限合伙人有《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至

第五项所列情形之一的，当然退伙。 

普通合伙人被依法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的，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依法转为有限合伙人；其他合伙人未能

一致同意的，该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普通合伙人退伙。 

退伙事由实际发生之日为退伙生效日。 

第二十五条 合伙人有《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

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决议将其除名。 

  对合伙人的除名决议应当书面通知被除名人。被除名人接到除名通知

之日，除名生效，被除名人退伙。被除名人对除名决议有异议的，可以自

接到除名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六条 普通合伙人死亡或者被依法宣告死亡的，对该合伙人在

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享有合法继承权的继承人，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从继承开始之日起，取得该合伙企业的合伙人资格。作为有限合伙人的自

然人死亡、被依法宣告死亡或者作为有限合伙人的法人及其他组织终止时，



 

 

其继承人或者权利承受人可以依法取得该有限合伙人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

资格。 

有《合伙企业法》第五十条规定的情形之一，合伙企业应当向合伙人

的继承人退还被继承合伙人的财产份额。 

普通合伙人的继承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的，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依法成为有限合伙人。全体合伙人未能

一致同意的，合伙企业应当将被继承合伙人的财产份额退还该继承人。经

全体合伙人决定，可以退还货币，也可以退还实物。 

第二十七条 普通合伙人退伙后，对基于其退伙前的原因发生的合伙

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退伙时，合伙企业财产少于合伙企业债务

的，该退伙人应当依照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规定分担亏损。有限合伙人退伙

后，对基于其退伙前的原因发生的有限合伙企业债务，以其退伙时从有限

合伙企业中取回的财产承担责任。 

第二十八条 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普通合伙人可以转变为有限合

伙人，或者有限合伙人可以转变为普通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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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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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争议解决办法 

第二十九条  合伙人履行合伙协议发生争议的，合伙人可以通过协商

或者调解解决。不愿通过协商、调解解决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按

照合伙协议约定的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

请仲裁。合伙协议中未订立仲裁条款，事后又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章 合伙企业的解散与清算 

第三十条 合伙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解散： 

  （一）合伙期限届满，合伙人决定不再经营； 

  （二）合伙协议约定的解散事由出现； 



 

 

  （三）全体合伙人决定解散； 

  （四）合伙人已不具备法定人数满三十天； 

  （五）合伙协议约定的合伙目的已经实现或者无法实现； 

  （六）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原因。 

第三十一条 合伙企业清算办法应当按《合伙企业法》的规定进行清

算。 

清算期间，合伙企业存续，不得开展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 

合伙企业财产在支付清算费用和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

金以及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依照第十一条的规定进行

分配。 

第三十二条  清算结束后，清算人应当编制清算报告，经全体合伙人

签名、盖章后，在十五日内向企业登记机关报送清算报告，申请办理合伙

企业注销登记。 

 

第十一章  违约责任 

第三十三条  合伙人违反合伙协议的，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二章  其他事项 

第三十四条 经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可以修改或者补充合伙协议。 

第三十五条  本协议一式二十份，合伙人各持一份，并报合伙企业登

记机关一份，其余企业自留。 

本协议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