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losure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６０３８７７

证券简称：太平鸟

公告编号：２０１８－０８８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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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
公司” 或 “
太平鸟”） 持股 ５％以上的股东
● 本次权益变动为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占
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将其直接持有的公司 ５２，５００，０００ 股无限售流通股（
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
宁波鹏灏”）；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的一致行动
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９２％）转让给宁波鹏灏投资合伙企业（
以下简称“
东杰汽车”）将其全资子公司东坚投资咨
人东杰汽车投资有限公司（
Ｔｏｗｎ Ｇｉａｎｔ Ａｕ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询（
上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东坚投资”）１００％的股权转让给宁波鹏沨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宁波鹏沨”），东坚投
资持有宁波泛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宁波泛美”）７５％的股权，宁波泛美直接持有公司 ４２，１６８，０００ 股无限售
流通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８．７７％）。 本次转让完成后， 宁波鹏灏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５２，５００，０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９２％；宁波鹏沨持有东坚投资 １００％股权，东坚投资持有宁波泛美 ７５％股权，宁波泛美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４２，１６８，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８．７７％；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及东杰汽车均不再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任何股份。 宁波鹏沨为太平鸟
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太平鸟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宁波鹏灏的普通合伙人宁波鹏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鹏源资管”）为太平鸟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宁波鹏沨与宁波鹏灏均受公司控股股东太平鸟集团控制。 本次转让不涉及
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转让方情况
（
１）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公司名称

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册地

中国香港

授权代表

刘爱斯、张明堂

公司编号

１５９６６０５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

股权投资

股东及持股比例

ＦｏｕｎｔａｉｎＶ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ｕｎｄ， Ｌ．Ｐ．持股 ５８．３６％，ＦｏｕｎｔａｉｎＶ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ａｐｉｔａｌ－Ａ Ｆｕｎｄ， Ｌ．Ｐ．持股 ０．９６％，ＦｏｕｎｔａｉｎＶ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ｕｎｄ， Ｌ．Ｐ．
持股 ４０．６８％

通讯地址

ＦＬＡＴ／ＲＭ １９０１， １９Ｆ ＬＥＥ ＧＡＲＤＥＮ ＯＮＥ， ３３ ＨＹＳＡＮ ＡＶＥＮＵＥ， ＣＡＵＳＥＷＡＹ
ＢＡＹ，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４１９ ０８００

（
２）东杰汽车
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东杰汽车投资有限公司（
Ｔｏｗｎ Ｇｉａｎｔ Ａｕ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中国香港

授权代表

刘爱斯、张明堂

公司编号

１５９１３２７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

股权投资

股东及持股比例

Ｇｉａｎｔ Ａｕ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Ｌｔｄ．持股 ０．１％，Ｔｏｗｎ Ａｕｔｏ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股
９９．９％

通讯地址

ＦＬＡＴ／ＲＭ １９０１， １９Ｆ ＬＥＥ ＧＡＲＤＥＮ ＯＮＥ， ３３ ＨＹＳＡＮ ＡＶＥＮＵＥ， ＣＡＵＳＥＷＡＹ
ＢＡＹ，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４１９ ０８００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５％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５２，５００，０００

１０．９２％

ＩＰＯ前取得：５２，５００，０００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
因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５２，５００，０００

１０．９２％

一

宁波泛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４２，１６８，０００

８．７７％

同一实际控制人

合计

９４，６６８，０００

１９．６９％

一

第一组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
一）大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其他原因：股东已签署《
股份转让协议》
减持数量
减持比例
（
股）

股东名称
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５２，５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９２％

减持期间
２０１８／１１／１９ ～
２０１９／５／１６

减持价格
区间（
元／
股）

减持方式

协议转让

２０．３７ －
２０．３７

减持总金 当前持股 当前持
额（
元） 数量（
股） 股比例
１，０６９，
４２５，０００

５２，５００，
１０．９２％
０００

根据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收到的 Ｐｒｏｖｅｎ 及其一致行动人东杰汽车发来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Ｐｒｏｖｅｎ 当日
与宁波鹏灏签署了 《
股份转让协议》， 约定将其直接持有的公司 ５２，５００，０００ 股无限售流通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其全资子公司东坚投资 １００％股权
１０．９２％）转让给宁波鹏灏；东杰汽车当日与宁波鹏沨签署了《
占公司总
转让给宁波鹏沨，东坚投资持有宁波泛美 ７５％的股权，宁波泛美直接持有公司 ４２，１６８，０００ 股无限售流通股（
股本的 ８．７７％）。 本次转让完成后，Ｐｒｏｖｅｎ 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不再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任何股份；受让方宁波鹏沨与宁
波鹏灏均为公司控股股东太平鸟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主体， 因此本次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更。 本次转让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及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上的《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８－０８８）
（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亦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相关风险提示
（
一）本次减持所涉及的 Ｐｒｏｖｅｎ 与宁波鹏灏之间的股份转让事项尚需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确认后，方能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过户手续； 东杰汽车与宁波鹏沨之间的股权转让事项尚需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投资者信息备案和外汇基本信息登记变更等手续。上述事项尚存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
密切关注本次减持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
三）公司及股东将严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应承诺的要求进行
股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
证券简称：太平鸟

证券代码：６０３８７７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宁波鹏灏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上市公司名称：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出资额

２０００万元

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８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股票简称：

太平鸟

合伙期限

２０１８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至长期

股票代码：

６０３８７７

主要经营场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８８ 号 １ 幢 ４０１ 室 Ｂ 区 Ａ００１６

B8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８．７７％）。 本次转让完成后，Ｐｒｏｖｅｎ 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不
直接持有公司 ４２，１６８，０００ 股无限售流通股 （
再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任何股份。
宁波太平鸟
●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
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８－０８８）。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２、受让方情况
（
１）宁波鹏灏
企业名称

2018年 12 月 7 日 星期五

以及完成中证登记公司的过户手续为前提。
４．股份转让价款的付款安排
宁波鹏灏应分别在本次股份转让取得上交所的确认意见后的 ５ 个工作日内（
“
第一次付款截止日”）和完成中证登
记公司的标的股份过户手续后的 ６０ 日内（
“
第二次付款截止日”）分别将第一期付款（
股份转让价款的 ２０％，即人民币
股份转让价款的 ８０％，即人民币 ８５５，５４０，０００ 元）支付到双方约定的账户；于第二次付
２１３，８８５，０００ 元）和第二期付款（
款截止日之前将全部股份转让价款完成换汇并支付至 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指定的收款账户。
５．协议签订时间、生效时间及条件
《
股份转让协议》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签署并生效。
６．其他事项的说明
《
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的股份转让未附加特殊条件且不存在补充协议，协议双方未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存在其他
安排。 本次 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拟转让的 ５２，５００，０００ 股太平鸟股份为无限售流通股，不存在任何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
（
二）东杰汽车与宁波鹏沨签署的《
股权转让协议》
１．转让股份的种类、数量、比例及股份性质
宁波泛美直接持有太平鸟 ４２，１６８，０００ 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太平鸟总股本的 ８．７７％。 东杰汽车将通过协议转让的
方式向宁波鹏沨转让其所持有的东坚投资 １００％股权，从而间接转让东坚投资持有的宁波泛美 ７５％股权。
２．转让价款
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６４４，１７５，０００ 元。
《
３．股权转让交割的先决条件
东杰汽车及宁波鹏沨根据《
股权转让协议》完成股权转让的义务，应以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已经完成、投
资者信息备案和外汇基本信息登记变更已经完成等条件得以满足为前提。
４．股权转让价款的付款安排
宁波鹏沨应分别在《
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的 １５ 个工作日内（
“
第一次付款截止日”）、东坚投资完成市场监督管理
局注册信息变更登记之后的 ６０ 日内（
“
第二次付款截止日”）和不迟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８ 日（
“
第三次付款截止日”）前分
别将第一期付款（
人民币 １２８，８３５，０００ 元）、第二期付款（
人民币 ３２２，０８７，５００ 元）和第三期付款（
人民币 １９３，２５２，５００
元）支付到东杰汽车指定的收款账户。
５．协议签订时间、生效时间及条件
股权转让协议》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签署并生效。
《
６．其他事项的说明
《
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未附加特殊条件且不存在补充协议，协议双方未就宁波泛美持有的太平鸟股份
表决权的行使存在其他安排。 宁波泛美持有的 ４２，１６８，０００ 股太平鸟股份为无限售流通股，不存在任何质押、冻结等权
利限制。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份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之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太平鸟股份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所载事项外，不存在信息披露义务人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
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而未提供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 备查文件
１．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的注册证明书；
２．东杰汽车的注册证明书；
３．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的董事及主要管理人员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４．东杰汽车的董事及主要管理人员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股份转让协议》；
５．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与宁波鹏灏签署的《
股权转让协议》。
６．东杰汽车与宁波鹏沨签署的《
二、 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以下地点，供投资者查阅：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环城西路南段 ８２６ 号
电话：０５７４－５６７０６５８８
传真：０５７４－５６２２５６７１
联系人：徐彦迪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
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真实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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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授权代表（
签名）：_________
日期：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
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真实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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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杰汽车投资有限公司
（
Ｔｏｗｎ Ｇｉａｎｔ Ａｕ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授权代表（
签名）：_________
日期：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授权代表（
签名）：_________
签署日期：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东杰汽车投资有限公司（
Ｔｏｗｎ Ｇｉａｎｔ Ａｕ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授权代表（
签名）：_________
签署日期：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执行事务合伙人

宁波鹏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张伟红）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３０２０６ＭＡ２ＣＫＦＤＧ５Ｗ

注册地：

香港

登记机关

宁波市北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通讯地址：

主要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项目投资。 （
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
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
融）资等金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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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ＬＡＴ／ＲＭ １９０１， １９Ｆ ＬＥＥ ＧＡＲＤＥＮ ＯＮＥ， ３３ ＨＹＳＡＮ ＡＶＥＮＵＥ， ＣＡＵＳＥＷＡＹ
ＢＡＹ，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东杰汽车投资有限公司（
Ｔｏｗｎ Ｇｉａｎｔ Ａｕ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册地：

香港

基本情况

出资结构

太平鸟集团认缴 ９９％出资额；
鹏源资管认缴 １％出资额

通讯地址：

ＦＬＡＴ／ＲＭ １９０１， １９Ｆ ＬＥＥ ＧＡＲＤＥＮ ＯＮＥ， ３３ ＨＹＳＡＮ ＡＶＥＮＵＥ， ＣＡＵＳＥＷＡＹ
ＢＡＹ，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上市公司名称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 有限
上市公司所在地
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

通讯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环城西路南段 ８２６ 号

权益变动性质：

减少

股票简称

太平鸟

６０３８７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名称

Ｐｒｏｖｅ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名称

东杰汽 车投资 有限 公司（
Ｔｏｗｎ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注 册
中国香港
地
Ｇｉａｎｔ Ａｕ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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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无一致行动人
□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４－５６１８６８０３

（
２）宁波鹏沨
公司名称
住所

宁波鹏沨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汇海路 ５２ 号 ０３７ 幢 １８－３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张江平
２０００万元
９１３３０２０１ＭＡ２ＣＫＧＷＵ３６

登记机关

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新材料科技城）分局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要经营范围

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塑料原料、橡胶、五金工具、机械设备、日用品、针纺织原料
及产品、燃料油、初级农产品、化工产品及原料、矿产品批发、零售；新能源技术
的研发；自营或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制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普通货物的仓储；煤炭批发（
无储存）；实业投资；企业
管理咨询。 （
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
财、向社会公众集（
融）资等金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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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８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经营期限

２０１８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至长期

股权结构

太平鸟集团持股 １００％

通讯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环城西路南段 ８２６ 号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４－５６１８６８０３

（
二）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收到的 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东杰汽车和宁波鹏灏、宁波鹏沨提供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股份转让协议》， 约定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５２，５００，０００ 股转让给宁波鹏
书，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当日与宁波鹏灏签署了 《
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其持有的东坚投资 １００％股权转让给宁波鹏沨。 东坚投
灏；东杰汽车当日与宁波鹏沨签署了《
资系宁波泛美的控股股东， 持有宁波泛美 ７５％股权； 宁波泛美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４２，１６８，０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８．７７％。 本次转让完成后，宁波鹏灏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５２，５００，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９２％；宁波鹏沨通过东坚投
资控制宁波泛美 ７５％的股权，宁波泛美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４２，１６８，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８．７７％；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及
东杰汽车均不再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任何股份。
１、转让方权益变动情况
上市公
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与东杰汽车为受 ＦｏｕｎｔａｉｎＶ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ＧＰ３ Ｌｔｄ．同一实际控制的企业，根据《
司收购管理办法》，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与东杰汽车互为一致行动人。
本次转让前，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５２，５００，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９２％；东杰汽车持有东坚投资
１００％股权，东坚投资持有宁波泛美 ７５％股权，宁波泛美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４２，１６８，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８．７７％。
本次转让完成后，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与东杰汽车及其一致行动人均不再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任何股份。
２、受让方权益变动情况
受让方宁波鹏沨为太平鸟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受让方宁波鹏灏的普通合伙人鹏源资管为太平鸟集团的控股子公
以下
司，因此宁波鹏沨与宁波鹏灏均受公司控股股东太平鸟集团控制；太平鸟集团持有宁波禾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宁波禾乐”）４１．９３％股份，系宁波禾乐的第一大股东；太平鸟集团受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江平先生、张江波先生控
制；前述主体之间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本次转让前，宁波鹏灏、宁波鹏沨均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宁波鹏灏、宁波鹏沨的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２７３，０８２，０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 ５６．８０％， 具体情况为： 张江平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１，８７２，２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
０．３９％；张江波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３３４，２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０．０７％；太平鸟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２２９，３６２，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４７．７１％；宁波禾乐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４０，４８８，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８．４２％；鹏源资管直接持有公司
股份 １，０２５，６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０．２１％。
本次转让后，宁波鹏灏、宁波鹏沨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３６７，７５０，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７６．４９％，具
体情况为：张江平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１，８７２，２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０．３９％；张江波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３３４，２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０．０７％；太平鸟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２２９，３６２，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４７．７１％；宁波禾乐直接持有公
司股份 ４０，４８８，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８．４２％，；鹏源资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１，０２５，６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０．２１％；宁波
鹏灏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５２，５００，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９２％；宁波鹏沨持有宁波泛美 ７５％股权，宁波泛美直接持
有公司股份 ４２，１６８，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８．７７％。
本次权益变动后，宁波鹏灏、宁波鹏沨及其一致行动人与公司之间的股权及控制关系结构如下：

签署日期：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部分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
释义”部分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一、本报告书系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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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太平鸟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太平鸟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其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
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报告书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东杰汽车

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指

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一家注册于香港的公司，其直接
持有太平鸟 ５２，５００，０００ 股股份

东杰汽车

指

东杰汽车投资有限公司（
Ｔｏｗｎ Ｇｉａｎｔ Ａｕ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一家注
册于香港的公司， 其全资子公司东坚投资控股的宁波泛美直接持有
太平鸟 ４２，１６８，０００ 股股份

东坚投资

指

东坚投资咨询（
上海）有限公司，一家注册于中国上海的有限责任公
司，其直接持有宁波泛美 ７５％的股权

宁波泛美

指

宁波泛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一家注册于中国宁波的有限责任公司，
其直接持有太平鸟 ４２，１６８，０００ 股股份

太平鸟、公司

指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鹏灏

指

宁波鹏灏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指

宁波鹏沨贸易有限公司

本次转让

指

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将其直接持有的太平鸟 ５２，５００，０００ 股股份转让给宁
波鹏灏；东杰汽车将其持有的东坚投资 １００％股权转让给宁波鹏沨

《
股份转让协议》

指

股份转让协议》
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与宁波鹏灏签署的《

《
股权转让协议》

指

东杰汽车与宁波鹏沨签署的《
股权转让协议》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中证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
一）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公司名称：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册地：中国香港
授权代表：刘爱斯、张明堂
公司编号：１５９６６０５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股权投资
股东及持 股 比 例 ：ＦｏｕｎｔａｉｎＶ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ｕｎｄ， Ｌ．Ｐ． 持 股 ５８．３６％ ，ＦｏｕｎｔａｉｎＶ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
Ｆｕｎｄ， Ｌ．Ｐ．持股 ０．９６％，ＦｏｕｎｔａｉｎＶ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ｕｎｄ， Ｌ．Ｐ．持股 ４０．６８％
通讯地址：ＦＬＡＴ／ＲＭ １９０１， １９Ｆ ＬＥＥ ＧＡＲＤＥＮ ＯＮＥ， ３３ ＨＹＳＡＮ ＡＶＥＮＵＥ， ＣＡＵＳＥＷＡＹ ＢＡＹ，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联系电话：０２１－２４１９ ０８００
（
二）东杰汽车
公司名称：东杰汽车投资有限公司（
Ｔｏｗｎ Ｇｉａｎｔ Ａｕ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册地：中国香港
授权代表：刘爱斯、张明堂
公司编号：１５９１３２７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股权投资
股东及持股比例：Ｇｉａｎｔ Ａｕ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Ｌｔｄ．持股 ０．１％，Ｔｏｗｎ Ａｕｔｏ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股 ９９．９％
通讯地址：ＦＬＡＴ／ＲＭ １９０１， １９Ｆ ＬＥＥ ＧＡＲＤＥＮ ＯＮＥ， ３３ ＨＹＳＡＮ ＡＶＥＮＵＥ， ＣＡＵＳＥＷＡＹ ＢＡＹ，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联系电话：０２１－２４１９ ０８００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
一）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的董事及主要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居留权

刘爱斯

女

董事

中国

香港

无

张明堂

男

董事

中国

香港

无

二、 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与宁波鹏灏签署的《
股份转让协议》
１．转让股份的种类、数量、比例及股份性质
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将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宁波鹏灏转让其所持有的太平鸟 ５２，５００，０００ 股无限售流通股， 占太平
鸟总股本的 １０．９２％。
２．转让价款
股份转让协议》项下股份转让的价格为 ２０．３７ 元／股，股份转让对价以现金支付，总价款为人民币 １，０６９，４２５，０００
《
元。
３．股份转让交割的先决条件
股份转让协议》完成股份转让的义务，应以本次股份转让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及宁波鹏灏根据《
确认意见以及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过户手续为前提。
４．股份转让价款的付款安排
宁波鹏灏应分别在本次股份转让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意见后的 ５ 个工作日内（
“
第一次付款截止日”）和完成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标的股份过户手续后的 ６０ 日内（
“
第二次付款截止日”）分别将第一期付
款（
股份转让价款的 ２０％，即人民币 ２１３，８８５，０００ 元）和第二期付款（
股份转让价款的 ８０％，即人民币 ８５５，５４０，０００ 元）
支付到双方约定的账户； 于第二次付款截止日之前将全部股份转让价款完成换汇并支付至 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指定的收
款账户。
５．协议签订时间、生效时间及条件
《
股份转让协议》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签署并生效。
６．其他事项的说明
《
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的股份转让未附加特殊条件且不存在补充协议，协议双方未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存在其他
安排。 本次 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拟转让的 ５２，５００，０００ 股太平鸟股份为无限售流通股，不存在任何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
（
二）东杰汽车与宁波鹏沨签署的《
股权转让协议》
１．转让股份的种类、数量、比例及股份性质
宁波泛美直接持有太平鸟 ４２，１６８，０００ 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太平鸟总股本的 ８．７７％。 东杰汽车将通过股权转让的
方式向宁波鹏沨转让其所持有的东坚投资 １００％股权，从而间接转让东坚投资持有的宁波泛美 ７５％股权。
２．转让价款
《
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６４４，１７５，０００ 元。
３．股权转让交割的先决条件
东杰汽车及宁波鹏沨根据《
股权转让协议》完成股权转让的义务，应以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已经完成、投
资者信息备案和外汇基本信息登记变更已经完成等条件得以满足为前提。
４．股权转让价款的付款安排
宁波鹏沨应分别在《
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的 １５ 个工作日内（
“
第一次付款截止日”）、东坚投资完成市场监督管理
局注册信息变更登记之后的 ６０ 日内（
“
第二次付款截止日”）和不迟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８ 日（
“
第三次付款截止日”）前分
别将第一期付款（
人民币 １２８，８３５，０００ 元）、第二期付款（
人民币 ３２２，０８７，５００ 元）和第三期付款（
人民币 １９３，２５２，５００
元）支付到东杰汽车指定的收款账户。
５．协议签订时间、生效时间及条件
《
股权转让协议》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签署并生效。
６．其他事项的说明
《
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未附加特殊条件且不存在补充协议，协议双方未就宁波泛美持有的太平鸟股份
表决权的行使存在其他安排。 宁波泛美持有的 ４２，１６８，０００ 股太平鸟股份为无限售流通股，不存在任何质押、冻结等权
利限制。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系持有公司 ５％以上股份的股东将其所持公司股份转让给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本次权
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根据《
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各信息披露义务人均编制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一）》、《
简式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的《
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
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与宁波鹏灏之间的股份转让事项尚需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过户手续；东杰汽车与宁波鹏沨之间的股权转让事项尚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投资者信
息备案和外汇基本信息登记变更等手续。 上述事项尚存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
次权益变动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６０３８７７

证券简称：太平鸟

公告编号：２０１８－０８９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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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公司”）的持股 ５％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Ｐｒｏｖｅｎ
●股东持股基本情况：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Ｐｒｏｖｅｎ”）在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前持有公司股份 ５２，５００，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１０．９２％。 上述股份均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前已持有的股份，且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９ 日解除限售并上
市流通。
宁波太平鸟时尚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了《
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Ｐｒｏｖｅｎ 计划以大宗交易、 集中竞价或协议转让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股
份。其中，任意连续 ９０ 个自然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减持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的 １％；任意连续 ９０ 个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减持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通过协议
转让方式进行减持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 ５％。 减持期间：自相关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３ 个
交易日后的 ６ 个月内（
１８０ 自然日内），其中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起始日从公告之日起 １５ 个交易日后起算。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收到股东 Ｐｒｏｖｅｎ 及其一致行动人东杰汽车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东杰汽车”）发来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根据该报告书，Ｐｒｏｖｅｎ 当日
Ｔｏｗｎ Ｇｉａｎｔ Ａｕ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与宁波鹏灏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
宁波鹏灏”）签署了《
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将其直接持有的公司 ５２，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９２％）转让给宁波鹏灏；东杰汽车当日与宁波鹏沨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
５００，０００ 股无限售流通股（
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其全资子公司东坚投资咨询（
上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东坚投资”）
称“
宁波鹏沨”）签署了《
以下简称“
宁波泛美”）７５％的股权，宁波泛美
１００％股权转让给宁波鹏沨，东坚投资持有宁波泛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否 √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
是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持股数量及比例：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直接持有太平鸟 ５２，５００，０００ 股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占太平鸟总股本的 １０．９２％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持股数量及比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间接持有宁波泛美 ７５％的股权，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宁波泛美直接持有太平鸟 ４２，１６８，０００ 股股份，占太平鸟总股本的 ８．７７％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持股数量及比例：０ 股，占太平鸟总股本的 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持股数量及比例：宁波泛美仍直接持有太平鸟 ４２，１６８，０００ 股股份，占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太平鸟总股本的 ８．７７％；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将不再直接或间接持有任何宁波泛美的股权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 是 □
减持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是 □
该上市公司股票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授权代表（
签名）：_________
签署日期：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东杰汽车投资有限公司（
Ｔｏｗｎ Ｇｉａｎｔ Ａｕ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授权代表（
签名）：_________
签署日期：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太平鸟
股票代码：６０３８７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宁波鹏灏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８８ 号 １ 幢 ４０１ 室 Ｂ 区 Ａ００１６
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环城西路南段 ８２６ 号
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宁波鹏沨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汇海路 ５２ 号 ０３７ 幢 １８－３
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环城西路南段 ８２６ 号
签署日期：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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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
２０１４ 年修订）》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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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公司章程》或内
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及《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１５ 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
２０１４ 年修订）》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
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
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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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
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
二）东杰汽车
东杰汽车的董事及主要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上市公司、太平鸟

指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居留权

宁波鹏灏

指

宁波鹏灏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宁波鹏沨

指

宁波鹏沨贸易有限公司

刘爱斯

女

董事

中国

香港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宁波鹏灏和宁波鹏沨的合称

张明堂

男

董事

中国

香港

无

鹏源资管

指

宁波鹏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太平鸟集团

指

太平鸟集团有限公司

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指

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太平鸟股东，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持有太平
鸟 ５２，５００，０００ 股份，占太平鸟股份总数 １０．９２％

宁波泛美

指

宁波泛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太平鸟股东，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持有太平鸟 ４２，
１６８，０００ 股份，占太平鸟股份总数 ８．７７％

东坚投资

指

东坚投资咨询（
上海）有限公司，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其持有宁波泛美 ７５％股权

东杰汽车

指

东杰汽车投资有限公司（
Ｔｏｗｎ Ｇｉａｎｔ Ａｕ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一家注册于香港的
公司， 其全资子公司东坚投资控股的宁波泛美直接持有太平鸟 ４２，１６８，０００ 股股
份

本次权益变动、持股变动

指

宁波鹏灏以协议转让方式受让 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持有的太平鸟 ５２，５００，０００ 股股份；
宁波鹏沨以股权转让方式受让东杰汽车持有的东坚投资 １００％股权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证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
公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证券法》

指

《
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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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以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均未在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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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股权及控制关系
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与东杰汽车之间的股权及控制关系结构如下：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
一）宁波鹏灏的基本情况
１．宁波鹏灏的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宁波鹏灏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出资额

２０００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８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合伙期限

２０１８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至长期

主要经营场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８８ 号 １ 幢 ４０１ 室 Ｂ 区 Ａ００１６

执行事务合伙人

宁波鹏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张伟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３０２０６ＭＡ２ＣＫＦＤＧ５Ｗ

登记机关

宁波市北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主要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项目投资。 （
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
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
融）资等金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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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资结构

太平鸟集团认缴 ９９％出资额；
鹏源资管认缴 １％出资额

通讯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环城西路南段 ８２６ 号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４－５６１８６８０３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职务

国籍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长期居住
地

张伟红

女

３３０＊＊＊＊＊＊＊＊＊＊＊００６３

执行事务合伙人
委派代表

中国

无

中国

（
二）宁波鹏沨的基本情况
１．宁波鹏沨的基本信息
宁波鹏沨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汇海路 ５２ 号 ０３７ 幢 １８－３

法定代表人

张江平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３０２０１ＭＡ２ＣＫＧＷＵ３６

登记机关

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新材料科技城）分局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要经营范围

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塑料原料、橡胶、五金工具、机械设备、日用品、针纺织原料及
产品、燃料油、初级农产品、化工产品及原料、矿产品批发、零售；新能源技术的研
发；自营或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制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
物和技术除外；普通货物的仓储；煤炭批发（
无储存）；实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
未
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 融资担保、 代客理财、 向社会公众集
（
融）资等金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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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经营期限

２０１８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至长期

股权结构

太平鸟集团持股 １００％

通讯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环城西路南段 ８２６ 号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４－５６１８６８０３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宁波市

股票简称

太平鸟

股票代码

６０３８７７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增加 √ 减少 □不变， 但持股人发
有无一致行动人
量变化
生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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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证件号码

职务

国籍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长期居住地

张江平

男

３３０＊＊＊＊＊＊＊＊＊＊＊７３１６

执行董事

中国

无

中国

王东鹏

男

６１０＊＊＊＊＊＊＊＊＊＊＊０４９８

监事

中国

无

中国

有 √

无 □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 是 □
其他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公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是否为上市公司
其他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上市
司第一大股东太平鸟集团互为一致行
大股东
实际控制人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动人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多选）
其他 □

公司名称

成立日期

二、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与宁波鹏灏签署的《
股份转让协议》
１．转让股份的种类、数量、比例及股份性质
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将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宁波鹏灏转让其所持有的太平鸟 ５２，５００，０００ 股无限售流通股， 占太平
鸟总股本的 １０．９２％。
２．转让价款
《
股份转让协议》项下股份转让的价格为 ２０．３７ 元／股，股份转让对价以现金支付，总价款为人民币 １，０６９，４２５，０００
元。
３．股份转让交割的先决条件
股份转让协议》完成股份转让的义务，应以本次股份转让取得上交所的确认意见
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及宁波鹏灏根据《
以及完成中证登公司的过户手续为前提。
４．股份转让价款的付款安排
宁波鹏灏应分别在本次股份转让取得上交所的确认意见后的 ５ 个工作日内（
“
第一次付款截止日”）和完成中证登
“
第二次付款截止日”）分别将第一期付款（
股份转让价款的 ２０％，即人民币
记公司的标的股份过户手续后的 ６０ 日内（
股份转让价款的 ８０％，即人民币 ８５５，５４０，０００ 元）支付到双方约定的账户；于第二次付
２１３，８８５，０００ 元）和第二期付款（
款截止日之前将全部股份转让价款完成换汇并支付至 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指定的收款账户。
５．协议签订时间、生效时间及条件
《
股份转让协议》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签署并生效。
６．其他事项的说明
《
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的股份转让未附加特殊条件且不存在补充协议，协议双方未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存在其他
安排。 本次 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拟转让的 ５２，５００，０００ 股太平鸟股份为无限售流通股，不存在任何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
（
二）东杰汽车与宁波鹏沨签署的《
股权转让协议》
１．转让股份的种类、数量、比例及股份性质
宁波泛美直接持有太平鸟 ４２，１６８，０００ 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太平鸟总股本的 ８．７７％。 东杰汽车将通过股权转让的
方式向宁波鹏沨转让其所持有的东坚投资 １００％股权，从而间接转让东坚投资持有的宁波泛美 ７５％股权。
２．转让价款
《
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６４４，１７５，０００ 元。
３．股权转让交割的先决条件
东杰汽车及宁波鹏沨根据《
股权转让协议》完成股权转让的义务，应以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已经完成、投
资者信息备案和外汇基本信息登记变更已经完成等条件得以满足为前提。
４．股权转让价款的付款安排
宁波鹏沨应分别在《
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的 １５ 个工作日内（
“
第一次付款截止日”）、东坚投资完成市场监督管理
“
第二次付款截止日”）和不迟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８ 日（
“
第三次付款截止日”）前分
局注册信息变更登记之后的 ６０ 日内（
别将第一期付款（
人民币 １２８，８３５，０００ 元）、第二期付款（
人民币 ３２２，０８７，５００ 元）和第三期付款（
人民币 １９３，２５２，５００
元）支付到东杰汽车指定的收款账户。
５．协议签订时间、生效时间及条件
《
股权转让协议》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签署并生效。
６．其他事项的说明
《
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未附加特殊条件且不存在补充协议，协议双方未就宁波泛美持有的太平鸟股份
表决权的行使存在其他安排。 宁波泛美持有的 ４２，１６８，０００ 股太平鸟股份为无限售流通股，不存在任何质押、冻结等权
利限制。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份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前六个月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通过上交所的交易系统买卖太平鸟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
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张江平先生、张江波先生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情况如下：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江平先生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４２４，０００ 股，增持均价 ２０．３２ 元／股；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５４０，０００ 股，增持均价 １８．２５ 元／股。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江波先生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３３４，２００ 股，增持均价 ２０．８９ 元／股。
除以上买卖行为外，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没有其他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所载事项外，不存在信息披露义务人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
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上交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而未提供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宁波鹏灏的营业执照；
２．宁波鹏灏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３．宁波鹏沨的营业执照；
４．宁波鹏沨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股份转让协议》；
５．宁波鹏灏与 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签订的《
股权转让协议》；
６．宁波鹏沨与东杰汽车签订的《
７．中国证监会或上交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以下地点，供投资者查阅：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第八节 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
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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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宁波鹏灏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鹏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
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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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宁波鹏沨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宁波鹏灏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鹏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宁波鹏沨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宁波鹏灏投资合伙
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８８ 号 １ 幢 ４０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企业（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室 Ｂ 区 Ａ００１６
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宁波鹏沨贸易 注册地
宁波市高新区汇海路 ５２ 号 ０３７ 幢
称
有限公司
１８－３

２．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上市公
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与东杰汽车为受 ＦｏｕｎｔａｉｎＶ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ＧＰ３ Ｌｔｄ．同一实际控制的企业，根据《
司收购管理办法》，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与东杰汽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互为一致行动人。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因财务投资退出而减持其所持有的太平鸟股份。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太平鸟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次权益变动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加或减少上市公司股份
的计划。 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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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权益变动内容
本次转让之前，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直接持有太平鸟 ５２，５００，０００ 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太平鸟总股本的 １０．９２％；东杰汽
车的全资子公司东坚投资持有宁波泛美 ７５％的股权，宁波泛美直接持有太平鸟 ４２，１６８，０００ 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太平
鸟总股本的 ８．７７％。
股份转让协议》， 约定 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将其持有的太平鸟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与宁波鹏灏签署了 《
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东杰汽车
５２，５００，０００ 股股份转让给宁波鹏灏。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东杰汽车与宁波鹏沨签署了《
将其持有的东坚投资 １００％股权转让给宁波鹏沨，从而间接向宁波鹏沨转让其持有的宁波泛美 ７５％股权。
本次转让之后，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及东杰汽车均不再直接或间接持有太平鸟任何股份。
二、 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与宁波鹏灏签署的《
股份转让协议》
１．转让股份的种类、数量、比例及股份性质
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将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宁波鹏灏转让其所持有的太平鸟 ５２，５００，０００ 股无限售流通股， 占太平
鸟总股本的 １０．９２％。
２．转让价款
《
股份转让协议》项下股份转让的价格为 ２０．３７ 元／股，股份转让对价以现金支付，总价款为人民币 １，０６９，４２５，０００
元。
３．股份转让交割的先决条件
股份转让协议》完成股份转让的义务，应以本次股份转让取得上交所的确认意见
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及宁波鹏灏根据《

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宁波鹏灏通过协议转让方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宁波鹏灏与太平鸟股东 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签订《
式受让 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持有的太平鸟 ５２，５００，０００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０．９２％。
股权转让协议》， 约定宁波鹏沨受让东杰汽车持有的东坚投资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 宁波鹏沨与东杰汽车签订 《
１００％股权， 东坚投资持有宁波泛美 ７５％股权， 宁波泛美持有太平鸟 ４２，１６８，０００ 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８．７７％。
本次权益变动后，宁波鹏灏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５２，５００，０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０．９２％；宁波鹏沨持有东
坚投资 １００％股权，东坚投资持有宁波泛美 ７５％股权，宁波泛美持有太平鸟 ４２，１６８，０００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
的 ８．７７％。 本次权益变动后，宁波鹏灏、宁波鹏沨、实际控制人与太平鸟之间的股权及控制关系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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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直接减持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通过间接方式减持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宁波鹏沨为太平鸟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宁波鹏灏的普通合伙人鹏源资管为太平鸟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宁波鹏沨
与宁波鹏灏均受同一控制人太平鸟集团控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直接持股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直接持股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和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看好品牌零售行业及太平鸟未来的发展前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增持太平鸟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太平鸟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披露日， 除本次权益变动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
划。 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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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宁波鹏灏、宁波鹏沨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前，实际控制人与太平鸟之间的股权及
控制关系结构如下：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注 册
中国香港
地

Ｓｕｃｃｅｓｓ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是 □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宁波鹏沨

股票代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出资结构、控制关系具体如下：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

股票种类：普通股
持股数量：０
持股比例：０％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持股数量及比例：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直接持有太平鸟 ５２，５００，０００ 股股份，占太平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鸟总股本的 １０．９２％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持股数量及比例：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间接持有宁波泛美 ７５％的股权，宁波泛
及变动比例
美直接持有太平鸟 ４２，１６８，０００ 股股份，占太平鸟总股本的 ８．７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 拟 于 未 来 １２ 个 是 □
月内继续增持

否 √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其他说明： 在此前 ６ 个月，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江平先生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 ４２４，０００ 股， 增持均价 ２０．３２ 元／股；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５４０，０００ 股， 增持均价 １８．２５ 元／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股。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江波先生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３３４，２００ 股，增持均价 ２０．８９
市公司股票
元／股。 除以上买卖行为外，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没有其他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
上市公司股票行为。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宁波鹏灏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鹏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宁波鹏沨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