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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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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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或

“太平鸟”）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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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合

计减少 5%。 

 

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5 日收到股东宁波鹏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禾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及宁波鹏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分别简称“宁

波鹏灏”、“禾乐投资”、“鹏源资管”，三者合称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2020年 6月 17日至 2021年 6月 15

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 26,920,190 股，

自 2018年 12月 7日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至今，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股比例从 76.49%下降至 71.49%，持股比例减少 5.00%。现将本次权益

变动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宁波鹏灏 

公司名称 宁波鹏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MA2CKFDG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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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宁波鹏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张译心） 

成立时间 2018 年 10 月 29 日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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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期限 2018 年 10 月 29 日至长期 

主要合伙人 太平鸟集团持有 99%份额；鹏源资管持有 1%份额 

通讯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新晖南路 255 号 

2、禾乐投资 

公司名称 宁波禾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0580512386N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 号 1 幢 401 室 B 区 N0052 

注册资本 6748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戎益勤 

成立时间 2011 年 8 月 10 日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和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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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期限 2011 年 8 月 10 日至 2031 年 8 月 9 日 

股东及持股比例 太平鸟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46.86%；员工持股 53.14% 

通讯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新晖南路 258 号 

3、鹏源资管 

公司名称 宁波鹏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MA2930A5XT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 号 1 幢 401 室 B 区 N0050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张译心 

成立时间 2017 年 8 月 1 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项目投资，实业投资，投资咨询，企业资产的重组、



 

并购咨询，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新能源技术的研发，自营

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除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普通货物的仓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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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批发（无储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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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期限 2017 年 8 月 1 日至长期 

股东及持股比例 太平鸟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通讯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新晖南路 255 号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说明 

 

截至 2021 年 6月 15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太平鸟集团有限

公司之间的一致行动关系如图所示。宁波鹏灏系太平鸟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有

限合伙企业，太平鸟集团有限公司系禾乐投资的第一大股东，鹏源资管系太平

鸟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本次权益变动后，太平鸟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

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71.49%，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变动股数（股） 



 

宁波鹏灏 大宗交易 

2020年 6月 17日- 

2021年 6月 15日 

15,380,400 

禾乐投资 

大宗交易 600,000 

竞价交易 10,539,790 

鹏源资管 竞价交易 400,000 

合计 26,920,190 

备注：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

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交易所业

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相关承诺。 

(四)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权益变动前 权益变动后 

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数（股） 持股比例 

本次权益变

动信息披露

义务人 

宁波鹏灏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2,500,000 10.92% 37,119,600 7.79% 

宁波禾乐投

资股份有限

公司 

40,488,000 8.42% 29,348,210 6.16% 

宁波鹏源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1,025,600 0.21% 625,600 0.13% 

本次权益变

动信息披露

义务人的一

致行动人 

太平鸟集团

有限公司 
229,362,000 47.71% 229,362,000 48.11% 

宁波泛美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42,168,000 8.77% 42,168,000 8.85% 



 

张江平 1,872,200 0.39% 1,872,200 0.39% 

张江波 334,200 0.07% 334,200 0.07% 

合计 367,750,000 76.49% 340,829,810 71.49% 

二、 所涉及后续事项 

（一）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涉及资金来源，不触及要约收购； 

（二）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公司

同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月 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