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韵达股份
股票代码：002120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上海丰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通讯地址：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三沙洪路 89 号 3 幢 658 室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桐庐韵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通讯地址：桐庐县桐庐经济开发区董家路 178 号 108 室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三：陈美香
住所/通讯地址：上海市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二〇二二年一月六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
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
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
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
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机构或人员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
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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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释义

上海丰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桐
庐韵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陈美
香
上海罗颉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聂腾云、陈立
英、聂樟清、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玄元科新 13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广州市玄
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玄元科新 136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一致行动人

指

上海丰科

指

上海丰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桐庐韵科

指

桐庐韵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罗颉思、控股股
东

指

上海罗颉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桐庐韵嘉

指

桐庐韵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玄元科新 135 号

指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玄元科新 13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玄元科新 136 号

指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玄元科新 13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公司、本公司、上市
公司、韵达股份

指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
名称：上海丰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三沙洪路 89 号 3 幢 658 室
法定代表人：邹建富
注册资本：7,89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8596413382U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营业期限：2012-05-15 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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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要股东：上海峰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90%
通讯地址：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三沙洪路 89 号 3 幢 658 室
（2）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
名称：桐庐韵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桐庐县桐庐经济开发区董家路 178 号 108 室
法定代表人：许小娟
注册资本：25,9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22MA27W2103W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营业期限：2015-10-14 至 2025-10-13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实业投资，商务信息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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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要股东：上海冰阿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90%
通讯地址：桐庐县桐庐经济开发区董家路 178 号 108 室
（3）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三

姓名：陈美香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件号码：330122************
住所/通讯地址：上海市********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1、上海丰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的居留权

职务

邹建富

男

中国

上海市

否

执行事务合伙人

邹建富为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合计持有上海丰科 0.0642%股权，为
上海丰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2、桐庐韵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的居留权

职务

许小娟

女

中国

桐庐县

否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均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
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1）上海罗颉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上海罗颉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上海市青浦区五厍浜路 201 号 5 幢一层 B 区 190 室
法定代表人：聂腾云
注册资本：1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8324234516C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营业期限： 2014-12-26 至 2024-12-25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展览展
示服务，自有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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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要股东：聂腾云持股 70%，陈立英持股 30%
通讯地址：上海市青浦区五厍浜路 201 号 5 幢一层 B 区 190 室
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的居留权

职务

聂腾云

男

中国

上海市

否

执行董事

陈美香

女

中国

上海市

否

经理

（2）聂腾云
姓名：聂腾云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件号码：330104************
住所/通讯地址：上海市********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3）陈立英
姓名：陈立英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件号码：330124************
住所/通讯地址：上海市********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4）聂樟清
姓名：聂樟清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件号码：330122************
住所/通讯地址：上海市********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5）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玄元科新 13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人：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 年 10 月 29 日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广州环贸中心 3203-3204
（6）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玄元科新 13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人：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 年 10 月 29 日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广州环贸中心 3203-3204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一致行动人之间主要股权关系如下：

上图中其他一致行动人包括聂樟清（持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6%），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玄元科新 13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持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1%），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玄元
科新 13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持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1%）。

2016 年，上海罗颉思、聂腾云、陈立英、聂樟清、陈美香、上海丰科、桐
庐韵科、桐庐韵嘉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2020 年，聂腾云与玄元科新 135
号、玄元科新 136 号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因此，上海罗颉思、聂腾云、陈
立英、聂樟清、陈美香、上海丰科、桐庐韵科、玄元科新 135 号、玄元科新 135
号系一致行动人。

第三节、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是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自身资金需求减持公司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内股份增减持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次权益变动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在未来 12 个月存在增加或减少公司股份的可能性。若后续发生相关权益变动
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严格按照规定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权益变动前公

权益变动后公

司大股东及一

司大股东及一

权益变动比

权益变动累

致行动人持股

致行动人持股

例

计比例

比例

比例

2019/12/24

64.598055%

62.598061%

-1.999994%

-1.999994%

大宗交易

2020/5/29

62.598061%

62.488488%

-0.109574%

-2.109568%

被动稀释

2020/6/15-2020/6/16

62.488488%

61.872144%

-0.616343%

-2.725911%

大宗交易

桐庐韵嘉通过大宗交易减持

2020/7/22

61.872144%

61.626867%

-0.245277%

-2.971189%

大宗交易

陈美香通过大宗交易减持

2020/10/14

61.626867%

61.629528%

0.002661%

-2.968528%

被动增加

2021/6/18

61.629528%

61.494849%

-0.134678%

-3.103206%

被动稀释

2021/7/5

61.494849%

61.552164%

0.057314%

-3.045892%

被动增加

2021/9/10

61.552164%

61.383359%

-0.168805%

-3.214696%

大宗交易

2021/9/14

61.383359%

61.359244%

-0.024115%

-3.238811%

大宗交易

2021/9/29

61.359244%

61.336507%

-0.022737%

-3.261548%

大宗交易

上海丰科通过大宗交易减持

2021/11/15

61.336507%

61.159607%

-0.176900%

-3.438448%

大宗交易

上海丰科通过大宗交易减持

2021/11/16

61.159607%

61.133942%

-0.025665%

-3.464113%

大宗交易

2021/12/24

61.133942%

60.330195%

-0.803747%

-4.267861%

大宗交易

2021/12/27

60.330195%

59.632584%

-0.697610%

-4.965471%

大宗交易

2022/1/5

59.632584%

59.598059%

-0.034526%

-4.999997%

大宗交易

日期

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原因

上海丰科、桐庐韵科、桐庐韵嘉
通过大宗交易减持
公司第三期股权激励股份授予
登记完成

公司对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部
分股份回购注销完成
公司第四期股权激励股份授予
登记完成
公司对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部
分股份回购注销完成
上海丰科、桐庐韵科通过大宗交
易减持股份
上海丰科、桐庐韵科通过大宗交
易减持

上海丰科、桐庐韵科通过大宗交
易减持
上海丰科、桐庐韵科通过大宗交
易减持
上海丰科、桐庐韵科通过大宗交
易减持
上海丰科、桐庐韵科通过大宗交
易减持

公司股东证券交易期间导致的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合计持有韵达股份 1,438,137,767 股，占韵达股份当时总股本的 64.598055%。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韵达股份 1,729,992,200 股，占韵达

股份总股本的 59.598059%，累计变动比例为 4.999997%。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
一致行动人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明细情况如下：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上海罗颉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人民币普通股

1,161,963,683

52.19%

1,510,552,788

52.04%

上海丰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人民币普通股

130,493,592

5.86%

72,469,010

2.50%

桐庐韵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人民币普通股

14,462,136

0.65%

8,035,927

0.28%

桐庐韵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人民币普通股

18,875,529

0.85%

0

0.00%

聂腾云

人民币普通股

75,657,921

3.40%

80,361,697

2.77%

陈立英

人民币普通股

11,874,672

0.53%

15,437,074

0.53%

聂樟清

人民币普通股

12,405,117

0.56%

16,126,652

0.56%

陈美香

人民币普通股

12,405,117

0.56%

9,015,452

0.31%

人民币普通股

0

0.00%

8,996,800

0.31%

人民币普通股

0

0.00%

8,996,800

0.31%

1,438,137,767

64.60%

1,729,992,200

59.60%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玄元科新
13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玄元科新
13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合计

二、股份是否存在权利限制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上海罗颉思有
340,565,700 股韵达股份股票处于质押状态，聂腾云、陈立英、聂樟清持有的高
管锁定股份合计 83,944,067 股。除此情形外，信息披露义务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
司中拥有的股份不存在诉讼、仲裁、争议或者被司法冻结等其他权利受限情况。

第五节、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
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56,723,100 股。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减持比例

（元/股）

(股)

（%）

2021/9/10

17.00

4,400,000

0.151580%

大宗交易

2021/9/10

17.00

500,000

0.017225%

上海丰科

大宗交易

2021/9/14

17.27

580,000

0.019981%

上海丰科

大宗交易

2021/9/29

18.15

660,000

0.022737%

上海丰科

大宗交易

2021/11/15

16.99

5,135,000

0.176900%

上海丰科

大宗交易

2021/11/16

17.02

245,000

0.008440%

上海丰科

大宗交易

2021/12/24

19.5

20,922,900

0.720792%

桐庐韵科

大宗交易

2021/9/14

17.27

120,000

0.004134%

桐庐韵科

大宗交易

2021/11/16

17.02

500,000

0.017225%

桐庐韵科

大宗交易

2021/12/24

19.50

2,408,000

0.082955%

上海丰科

大宗交易

2021/12/27

19.71

18,225,000

0.627849%

桐庐韵科

大宗交易

2021/12/27

19.71

2,025,000

0.069761%

上海丰科

大宗交易

2022/1/5

19.79

900,000

0.031005%

桐庐韵科

大宗交易

2022/1/5

19.79

102,200

0.003521%

56,723,100

1.954105%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上海丰科

大宗交易

桐庐韵科

合计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1、权益被动变动情况
2016 年，公司进行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根据公
司披露的《收购报告书》和《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
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非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为
863,365,331 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完成后，上海罗
颉思成为本公司控股股东，聂腾云和陈立英夫妇成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上海罗
颉思、聂腾云、陈立英与上海丰科、桐庐韵科及相关一致行动人通过直接和间接
方式共持有本公司 709,243,397 股，持股比例为 69.969582%。
2017 年 5 月 23 日，公司完成第一期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上市，向 148
名激励对象发行限制性股票 879,333 股。本次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1,014,524,664 股，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为 69.908936%。
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6 日完成 2016 年度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转增 1.998266 股。本次权益分派完成前，公司总股本为 1,014,524,664
股，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为 69.908936%。本次权益分派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为 1,217,253,678 股，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不变，仍
为 69.908936%。
公司于 2018 年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98,495,438 股，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3 日办理完毕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申请，新增股份于 2018 年 4 月 23 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本次非
公开发行事项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为 1,315,749,116 股，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
行动人持股比例为 64.675635%。
2018 年 7 月 20 日，公司完成第二期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上市，向 288
名激励对象发行限制性股票 1,804,000 股。本次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1,317,553,116 股，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为 64.587081%。
2018 年 8 月 6 日，公司完成了第一期股权激励部分股份回购注销的事项，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共涉及 6 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合计 41,903 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为 1,317,511,213 股，公
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为 64.589135%。
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8 月 16 日、2019 年 6 月 12 日完成 2017、2018 年度权
益分派，即上述 2 年每年均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转增完
成前，公司总股本为 1,317,511,213 股，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为
64.589135%。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2,226,593,948 股，公司控股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持股比例不变，仍为 64.589135%。
2019 年 11 月 14 日，公司完成了第一期股权激励部分股份及第二期股权激
励部分股份回购注销的事项，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共涉及 29 名激励对象合
计 307,480 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前，公司总股本为 2,226,593,948 股，公司控股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为 64.589135%。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
为 2,226,286,468 股，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为 64.598055%。
上述被动稀释后，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由 69.969582%变为
64.598055%，累计被动稀释比例为 5.371526%。2019 年 12 月 13 日，公司在巨
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为 2019-084），其
中详细披露了变动后的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2、证券交易期间导致权益变动情况
2019 年 12 月 24 日至 2022 年 1 月 6 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
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减持公司股份，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情
况如下：
2019 年 12 月 24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上海丰科、
桐庐韵科、桐庐韵嘉通过大宗交易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4,452.56 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1.999994%。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 年 12 月 25 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
告，公告编号为 2019-089。
2020 年 5 月 29 日，公司完成了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
新增限制性股票合计 3,903,800 股，导致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持股占总股本比
例下降 0.109574%。
2020 年 6 月 15 日至 2020 年 6 月 16 日，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桐庐韵
嘉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7,869,317 股，占公司总股本 0.616343%。
截至 2021 年 6 月 5 日，桐庐韵嘉已完成注销，其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关系也

已解除，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5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公司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1-054）。
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陈美香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 7,111,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245277%。2020 年 10 月，公司回购注销
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 125,190 股，导致控股股东及一致
行动人持股占总股本比例上升 0.002661%；2021 年 6 月，公司完成了第四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新增限制性股票合计 6,349,300 股，导致控股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持股占总股本比例下降 0.134678%；2021 年 7 月，公司回购注销
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 2,705,430 股，导致控股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持股占总股本比例上升 0.057314%。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上海丰
科以及桐庐韵科于 2021 年 9 月 10 日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
4,9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168805%。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9 月 11 日于
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为 2021-079。
2021 年 9 月 14 日，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上海丰科以及桐庐韵科通过
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 7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024115%。公司
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上海丰科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合计 66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022737%。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上海丰科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 5,13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176900%。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上海丰科以及桐庐韵
科于 2021 年 11 月 16 日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 745,000 股，占
公司总股本 0.025665%。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上海丰科以及桐庐韵科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 23,330,900 股，占公
司总股本 0.803747%。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12 月 25 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公告，公告编号为 2021-093。
2021 年 12 月 27 日，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上海丰科以及桐庐韵科通
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 20,2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697610%。
2022 年 1 月 5 日，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上海丰科以及桐庐韵科通过
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 1,002,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034526%。
自 2019 年 12 月 24 日，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通过大宗交易进行减持
起，截至 2022 年 1 月 5 日，上海丰科、桐庐韵科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变动比例

为 4.999997%。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上海丰科、桐庐韵科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 1,729,992,20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59.598059%。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
重大事项和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声明
本人/本企业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丰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授权代表）：

信息披露义务人：桐庐韵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授权代表）：

信息披露义务人：陈美香

2022 年 1 月 6 日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声明
本人/本企业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上海罗颉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一致行动人：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玄元科新 13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一致行动人：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玄元科新 13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一致行动人：聂腾云

一致行动人：陈立英

一致行动人：聂樟清

2022 年 1 月 6 日

附表一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

股票简称

韵达股份

股票代码

002120
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
三沙洪路 89 号 3 幢 658
室

上海丰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桐庐韵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桐庐县桐庐经济开发
区董家路 178 号 108 室

（有限合伙）
陈美香
一致行动人：上海罗颉思投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资管理有限公司、聂腾云、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陈立英、聂樟清、广州市玄
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玄元

详见“第二节、信息披
露义务人介绍”

科新 13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玄元科新 136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是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请注明）大宗交易、被动稀释

否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无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1,438,137,767 股
持股比例：64.598055%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
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1,729,992,200
持股比例：59.598059%
变动比例：4.999997%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不排除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是 
否□
司股票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
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 是 □
否 
权益的问题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
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
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 是 □
否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
其他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不适用

是否已得到批准

不适用

（本页无正文，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附表之签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丰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授权代表）：

信息披露义务人：桐庐韵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授权代表）：

信息披露义务人：陈美香

2022 年 1 月 6 日

（本页无正文，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附表之签章页）

一致行动人：上海罗颉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一致行动人：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玄元科新 13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一致行动人：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玄元科新 13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一致行动人：聂腾云

一致行动人：陈立英

一致行动人：聂樟清

2022 年 1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