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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一、对外投资交易概述 

1、本次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为持续深耕、布局快递服务之末端，以信息化、智能化解决“最后一公里”瓶

颈，着力为客户提供更优质、更便捷的服务体验，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福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

杉投资”）联合本次交易各方，对深圳市丰巢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巢科技”）

进行增资并签署《关于认购深圳市丰巢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之股权认购协议》（以下

简称“股权认购协议”）及《关于深圳市丰巢科技有限公司合资经营合同》。本次

增资，交易各方合计向丰巢科技增资 207,251.91 万元人民币，其中福杉投资拟以自

有资金向丰巢科技增资 26,934.58 万元人民币（其中 7,333.33 万元进入新增注册资本，

19,601.25 万元进入资本公积），将持有丰巢科技 2.9927%的股权。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福衫投资、上海云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云韵投资”）将合计持有丰巢科技 13.4673%的股权。 

2、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8 年 1 月 19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

的议案》，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负责本次对外投资的推进事宜，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本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属于董事会决策权限

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对外投资交易中，福衫投资、云韵投资系公司控制的子公司，其他交易

各方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根据有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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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交易各方（丰巢科技现有股东及投资方）介绍 

（一）上海云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093574811F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211号302部位368室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立英 

注册资本：人民币30,500万元 

主营业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实业投资，资产管理，商务信息咨询，企业

管理咨询（以上咨询除经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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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苏州普洛斯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6849165291 

住所：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镇千人街99号2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MOK. CHI MING VICTOR（莫志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52,080万元 

主营业务：企业管理咨询、工程管理及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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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惠州仲长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0MA4W4BK45W 

住所：惠州市仲恺高新区惠风东二路16号研发大楼C栋202-41号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长汪李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国开金泰资本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主营业务：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

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



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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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鼎晖孚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826EX4X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十一号办公楼1068室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鼎晖孚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营业务：股权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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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杭州鼎晖新趋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352493582L 

住所：萧山区宁围街道宁泰路27号江宁大厦2幢609室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鼎晖股权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 

 

（六）深圳明德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279396064N 

住所：深圳市宝安区国际机场航站四路1111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卫 

注册资本：人民币11,340万元 

主营业务：国际货运代理；经济技术咨询，技术信息咨询；以特许经营方式从

事商业活动；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

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七）上海熠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K374G93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211号302部位368室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瑞基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实业投资，投资咨询，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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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苏州钟鼎四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1MP6EJ6G 

住所：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183号东沙湖股权投资中心14号楼207室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鼎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钟鼎创业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主营业务：创业投资及相关咨询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

创业投资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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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鼎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824JD7Y  

住所：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十号办公楼212室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鼎约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主营业务：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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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中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060900705N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志路1685号1幢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赖梅松 

注册资本：人民币60,000万元 

主营业务：国内快递、国际快递（以上邮政企业专营业务除外），从事海上、

航空、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仓储服务、搬运装卸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企

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公关活动策划，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供应

链管理，机械设备租赁，销售机械设备、机电产品、电子产品、通讯器材、服装鞋

帽、办公设备及用品，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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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深圳市丰巢科技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587929622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东滨路4078号永新汇2号楼16楼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徐育斌 

主营业务：股权投资。（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

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十二）深圳市顺丰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942245145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

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淳 

注册资本：3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管理（不含限制项目）；

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投资顾问（不含限制项目）；国内贸易（不含专营、

专控、专卖商品）；市场营销策划；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十三）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0144745634H  

住所：慈溪市崇寿镇永清南路8号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聂腾云 

注册资本：121725.3678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汽车租赁，信息科技专

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各类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利用

自有媒体发布各类广告。 

 

（十四）深圳玮荣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EQKX3X9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

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登岳 

注册资本：5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深圳市南山区软件产业基地易思博软件大厦 2704 室 经营范围： 国

际货运代理；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以上均不含限制项目）；计算机科技

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经营进出口业务（不含专营、

专控、专卖商品）。  

 

（十五）申通快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86694375629  

住所：青浦区重固镇北青公路6186号2-12幢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德军 

注册资本：175,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国内快递（邮政企业专营业务除外），国际快递（邮政企业专营业

务除外），普通货运（除危险化学品），国际、国内货物运输代理（除危险化学品），

报关服务，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仓储服务（除危险化学品），装卸服务，

商务信息咨询，室内装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销售纸制品、电子

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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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普洛斯投资（上海）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655863301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1233号2708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莫志明 

注册资本：60000万美元 

经营范围：在国家允许外商投资领域依法进行投资；受其所投资企业的书面委

托（经董事会一致通过），向其提供下列服务：在外汇管理部门的同意和监督下，

在其所投资企业之间平衡外汇；为其所投资企业提供市场开发过程中员工培训、企

业内部人事管理等服务；协助其所投资企业寻求贷款及提供担保；为其投资者提供

咨询服务，为其关联公司提供与其投资有关的市场信息、投资政策等咨询服务；受

所属集团或关联公司或其在中国所投资企业的委托，向其提供投资和咨询服务、市

场营销服务、员工培训和管理及支付服务、资金运作和财务管理服务、技术支持和

研究开发服务、信息服务、承接本公司所述集团内部各公司或其关联公司的共享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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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鼎晖孚涵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828H5X2   

住所：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十一号办公楼1080室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鼎晖孚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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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八）惠州市仲长金启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0MA519FRD5C   

住所：惠州市仲恺高新区惠风东二路 16 号 C 栋研发大楼 804-2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惠州市启盛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营业务：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

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

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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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Long Star Growth Group Limited（长星成长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62586987-000-01-17-1（商业登记证号码） 

住所：香港九龙柯士甸道西1号环球贸易广场15楼1503室 

企业类型：Corp（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尚威（现任董事） 

注册资本：1港币 

经营范围：Corp（公司） 

 

（二十）珠海市清河汇丰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18NHQ4T   

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43310（集中办公区）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胡建明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私募基金应及时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 

 

 

（二十一）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福杉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91HAG57  

法定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十一号办公楼4311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玲  

注册资本：5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企业

管理咨询、财务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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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苏州钟鼎五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1T7EG97G  

住所：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183号东沙湖股权投资中心14号楼207室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鼎迎投资管理中心 

经营范围：从事非证券股权投资，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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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苏州钟鼎五号青蓝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1TCXLF7G  

住所：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183号东沙湖股权投资中心14号楼207室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鼎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从事非证券股权投资，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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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丰巢科技概况 

1、名称：深圳市丰巢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35162247A 

3、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

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4、法定代表人：徐育斌 

5、注册资本：183,333.3332 万元 

6、公司成立日期：2015 年 4 月 8 日 

7、主要业务：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

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计

算机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

或审批文件经营）；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系统集成；广告业务（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应进行广告经营审批登记的，另行办理审批登记后方可经营）；销售计算机

软硬件及配件；摄影服务、清洁服务；国际、国内货运代理；票务销售代理；网上

销售礼品（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现代物流技术与物流公共服务系统的开

发；机械设备租赁（不配备操作人员的机械设备租赁，不包括金融租赁活动)；第一

类医疗器械的销售；数码产品、通讯设备配件、通信产品的销售；化妆品、母婴用

品、服装、汽车用品、黄金、珠宝的销售。（以上各项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

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仓储服务（不含危

险化学品）；第二类医疗器械的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奶粉（含婴幼儿配

方乳粉）、红酒的销售；书刊、音像制品的销售。 

（二）增资前后股本情况 

截止本次交易前，丰巢科技的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 

方式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顺丰投资有限公司 货币 27,500.0000  15.0000% 

2 上海云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货币 19,000.0000  10.3636% 

3 中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 19,000.0000  10.3636% 

4 申通快递有限公司 货币 17,333.3333  9.4546% 

5 苏州普洛斯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货币 16,416.6667  8.9545% 

6 深圳市丰巢科技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5,000.0000  2.7273% 

7 深圳明德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货币 14,333.3333  7.8182% 

8 杭州鼎晖新趋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3,333.3333  1.8182%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 

方式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9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鼎晖孚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货币 13,333.3333  7.2727% 

10 惠州仲长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5,666.6667  3.0909% 

11 上海熠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货币 3,333.3333  1.8182% 

12 苏州钟鼎四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货币 2,333.3333  1.2727% 

13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鼎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1,000.0000  0.5455% 

14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 6,666.6667  3.6364% 

15 深圳玮荣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货币 29,083.3333  15.8636% 

合计 - 183,333.3332 100.00% 

本次增资完成后，丰巢科技的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 

方式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1 深圳玮荣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货币 43,921.1861  17.9242% 

2 深圳市顺丰投资有限公司 货币 35,357.1429  14.4292% 

3 申通快递有限公司 货币 22,285.7142  9.0948% 

4 上海云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货币 19,000.0000  7.7539% 

5 中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 19,000.0000  7.7539% 

6 苏州普洛斯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货币 16,416.6667  6.6996% 

7 深圳明德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货币 14,333.3333  5.8494% 

8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鼎晖孚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货币 13,333.3333  5.4413% 

9 深圳市丰巢科技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12,251.9084  5.0000% 

1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福杉投资有限公司 货币 7,333.3333 2.9927% 

11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 6,666.6667  2.7207% 

12 惠州仲长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5,666.6667  2.3126% 

13 普洛斯投资（上海）有限公司 货币 5,610.4741 2.2896%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 

方式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14 苏州钟鼎五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4,428.3317 1.8072% 

15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鼎晖孚涵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货币 3,809.3911 1.5546% 

16 杭州鼎晖新趋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3,333.3333  1.3603% 

17 上海熠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货币 3,333.3333  1.3603% 

18 苏州钟鼎四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货币 2,333.3333  0.9522% 

19 惠州市仲长金启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1,936.6104 0.7903% 

20 
Long Star Growth Group Limited 

（长星成长集团有限公司） 
货币 1,886.5216 0.7699% 

21 珠海市清河汇丰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货币 1,139.1826 0.4649% 

22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鼎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1,000.0000  0.4081% 

23 
苏州钟鼎五号青蓝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货币 661.7047 0.2700% 

 合计 - 245,038.1677 100.00% 

（三）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中天深审字（2017）第 280 号审计报告，丰巢科技 2016 年年度的财务数据如下：截

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丰巢科技的资产总额为 134,513.81 万元，负债总额为 63,181.91

万元，净资产为 71,331.90 万元。2016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2,254.59 万元，净利润

为-24,981.39 万元。 

截止 2017 年 9 月 30 日，丰巢科技的资产总额为 413,648.55 万元，负债总额为

119,846.93 万元，净资产为 293,801.62 万元。2017 年 1-9 月的营业收入为 15,976.47

万元，净利润为-27,530.24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定价依据 

本次公司以现金方式对丰巢科技进行增资是以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出具的中天深审字（2017）第 280 号审计报告为定价依据，

众多交易方本着公开公平原则谈判的结果，过程中综合考虑了丰巢的市场地位、柜

机数量、运营效率、未来增长潜力等因素，最终确定对丰巢科技的增资价格。 



 

五、股权认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1、投资金额：各方同意，由各投资方以现金出资方式对丰巢科技进行投资，合

计人民币 207,251.91 万元，其中福衫投资的投资金额为人民币 26,934.58 万元。投资

方各自认缴的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及认购价款中计入资本公积金的增资溢价如下所

示： 

投资方 

认购价款 

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人民币万元） 

计入资本公积金 

（人民币万元） 

深圳市丰巢科技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251.9084 0.0000 

深圳玮荣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14,837.8528 39,660.0551 

深圳市顺丰投资有限公司 7,857.1429 21,001.3351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福杉投资有限公司 7,333.3333 19,601.2462 

普洛斯投资（上海）有限公司 5,610.4741 14,996.2205 

申通快递有限公司 4,952.3809 13,237.2052 

苏州钟鼎五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4,428.3317 11,836.4755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鼎晖孚涵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809.3911 10,182.1109 

惠州市仲长金启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936.6104 51,76.3604  

Long Star Growth Group Limited（长星成长集团

有限公司） 
1,886.5216 5,042.4784 

珠海市清河汇丰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139.1826 3,044.9178 

苏州钟鼎五号青蓝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661.7047 1,768.6688 

合  计 61,704.8345 145,547.0739 

2、支付方式：现金出资 

3、违约条款：如因任何投资方的原因导致本次认购未能完成，则该投资方应向

丰巢科技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100 万元。 

4、合同生效时间：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5、治理结构：丰巢科技设董事会，董事会应由 5 名董事组成，其中深圳玮荣企

业发展有限公司有权委派 2 名董事、苏州普洛斯企业服务有限公司有权委派 1 名董

事、深圳市丰巢科技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权委派 1 名董事且董事长由深

圳市丰巢科技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派的董事担任、杭州鼎晖新趋势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权委派 1 名董事。董事任期三年，任期届满，连选可



以连任。 

丰巢科技设立经营管理机构，经营管理机构设总经理一人，并由董事会根据公

司情况设若干管理部门。总经理、副总经理由董事会聘请，任期三年，可以连任。 

丰巢科技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两名，其中公司全资子公司云韵投资有权委派一

名监事，惠州仲长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权委派一名监事。监事的任

期每届为三年，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 

 

六、本次拟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 

国家“十三五”规划从战略高度部署物流业发展纲要，将降低物流成本、推动物

流现代化运行确定为战略发展目标。智能快递柜是快递行业末端的创新型业务，致

力于提高快递“最后一公里”收派效率，有利于降低快递企业末端收派的成本。丰

巢科技是一家从事智能快递柜业务且具有行业领先市场地位的公司，本次增资有利

于提高公司“最后一公里”投递效率问题，增强高峰时段派送力量，有助于实现本

公司的产业扩张和生态整合，推动公司健康、快速成长。 

2、资金来源 

公司自有资金。 

3、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及子公司合计持有丰巢科技 13.4673%的股权；通过持续

深耕、布局快递服务之末端，以信息化、智能化解决“最后一公里”瓶颈，有利于

降低公司末端派送的人力成本、拓展揽件渠道，有利于为客户提供更优质、更便捷

的服务体验；本次投资对公司整体业务盈利水平和财务状况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也不会对公司未来持续经营业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4、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丰巢科技智能快递柜市场前景和发展机遇良好，但由于快递柜行业是新兴的行

业，相关的监管政策和行业指导还不健全，因此在行业政策和法规方面还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风险。其次，由于目前快递柜行业普遍布局位于居民生活小区，部分小

区业主委员会的缺失可能会影响部分已签订合同的未来延续和实施，对此，目前行

业仍未找到合适的应对方案。另外，快递柜行业还存在一定的技术风险。公司将密



切关注监管政策及行业发展形势，积极支持标的企业的健康发展。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审计报告》（中天深审字（2017）第 280 号）。 

 

特此公告。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