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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尚品宅配 

股票代码：300616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 

名称：深圳市达晨财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特区报业大厦23楼D座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特区报业大厦东区23楼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 

名称：天津达晨创富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天津空港经济区环河南路88号2-3209室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特区报业大厦东区23楼 

 

 

股份变动性质：持有股份减少、持股比例减少 

 

 

 

 

签署日期：2021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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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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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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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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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情况。 

四、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以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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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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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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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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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尚品宅配、上市公

司、公司 

 

指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股票代码：300616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深圳市达晨财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天津达晨创富股

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变

动、本次变动 
指信息披露义务人主动减持尚品宅配之行为，以及被动稀释 

交易所、深交所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万元 指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本报告书中任何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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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

一 

深圳市达晨财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晨

财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85258748P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刘昼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特区报业大厦23楼D座 

通讯方式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特区报业大厦东区23楼 

经营期限 2006-02-05 至 2026-02-05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管理，管理咨询，资产受托管理。 

股东构成 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40%）、湖南省财

信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30%）、湖南电广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4.825%）、刘昼（持股比例4.3%）、

熊人杰（持股比例3.965%）、肖冰（持股比例3.8%）、胡

徳华（持股比例1.76%）、梁国智（持股比例1.05%）、齐

慎（持股比例0.3%）。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

二 

天津达晨创富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达晨创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687718907A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天津空港经济区环河南路88号2-3209室 

通讯方式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特区报业大厦东区23楼 

经营期限 2009-04-29 至 无固定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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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投资以及相关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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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伙人构成 苏州大得宏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出资比例8.6393%）、

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比例

5.3996%）、拉萨沣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

资比例4.3197%）、湖北世纪英才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比例3.2397%）、佛山市金科长盛投资有限公司（出资比例

2.5918%）、余下自然人及出资比例如下： 

鲍云（3.4557%）、杨婧（3.4557%）、束为（3.4557%）、

郑艺（3.2397%）、李立文（2.8078%）、沈华宏（2.8078%）、

左颖（2.5918%）、王宝明（2.5918%）、邝文青（2.1598%）、

严明硕（2.1598%）、洪凤仙（1.9438%）、孙向阳（1.7279%）、

杨坚（1.7279%）、钱海初（1.7279%）、魏民轩（1.7279%）、

刘骁（1.7279%）、朱月仙（1.7279%）、朱锦崇（1.7279%）、

邓晓林（1.5119%）、杨伟潮（1.5119%）、孙化明（1.5119%）、

楚绪京（1.5119%）、刘剑峰（1.5119%）、尹海峰（1.2959%）、

龚琪萍（1.2959%）、钱波（1.2959%）、庞小虎（1.2959%）、

袁辉（1.2959%）、张朝晖（1.2959%）、李冬（1.2959%）、

林小芬（1.2959%）、葛和平（1.2959%）、陆森（1.2959%）、

郭波（1.2959%）、王志明（1.2959%）、史月霞（1.2959%）、

寇燕（1.0799%）、赵松（1.0799%）、余卫萍（1.0799%）、

丁文江（1.0799%）、徐国红（1.0799%）、徐怀东（1.0799%）、

张志立（1.0799%）、杜左海（1.0799%）。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关系 

达晨财信和达晨创富是一致行动人。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情况 

1．达晨财信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居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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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昼 男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否 

肖冰 男 董事、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2．达晨创富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居留权 

刘昼 男 见备注 中国 中国 否 

备注：刘昼系达晨创富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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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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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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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发展需要的主动减持以及因尚

品宅配股权激励、回购等被动稀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减持上市公司

股份的可能。 

如果未来信息披露义务人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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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达晨财信    无限售条件股份 12,150,025 11.2500% 17,302,985 8.7448% 

达晨创富 无限售条件股份 12,150,025 11.2500% 17.323,837 8.7553% 

合计 - 24,300,050 22.5000% 34,626,822 17.5000% 

注：本次权益变动前总股数以公司首发上市时总股本108,000,000股为基础计算；本次

权益变动后总股数以本报告书签署日总股本197,867,080股（已剔除公司回购账户中股份数

量）为基础计算。上述合计数与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明细 

股东名称 变动时间 变动前股数 变动后股数 总股本（股） 
变动后持股

比例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达晨财信 2017/3/7 

公司上市 

12,150,025 12,150,025 
108,000,000 

11.2500% 0 
- 

达晨创富 12,150,025 12,150,025 11.2500% 0 

达晨财信 
2017/9/7 

12,150,025 12,150,025 
110,390,000 

11.0065% -0.2436% 授予限制

性股票 达晨创富 12,150,025 12,150,025 11.0065% -0.2436% 

达晨财信 
2018/5/15 

12,150,025 21,870,045 
198,702,000 

11.0065% 0 2017年度

权益分派 达晨创富 12,150,025 21,870,045 11.0065% 0 

达晨财信 
2018/10/11 

21,870,045 21,870,045 
198,678,600 

11.0078% 0.0013% 回购限制

性股票 达晨创富 21,870,045 21,870,045 11.0078% 0.0013% 

达晨财信 
2020-4-13至

2020-6-1 

21,870,045 21,400,085 

198,678,600 

10.7712% -0.2365% 集中竞

价、大宗

交易减持 
达晨创富 21,870,045 21,535,037 10.8391% -0.1686% 

达晨财信 
2020/7/2 

21,400,085 21,400,085 
198,675,000 

10.7714% 0.0002% 回购限制

性股票 达晨创富 21,535,037 21,535,037 10.8393% 0.0002% 

达晨财信 
2020-7-23-

至2020-8-18 

21,400,085 20,730,985 

198,675,000 

10.4346% -0.3368% 集中竞

价、大宗

交易减持 
达晨创富 21,535,037 20,755,037 10.4467% -0.3926% 

达晨财信 2020-6-8-至

2020-9-25 

20,730,985 20,730,985 
197,867,080 

10.4772% 0.0426% 
回购社会

公众股

807,920达晨创富 20,755,037 20,755,037 10.4894% 0.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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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达晨财信 
2020/12/14 

20,730,985 18,757,985 
197,867,080 

9.4801% -0.9971% 大宗交易

减持 达晨创富 20,755,037 18,755,037 9.4786% -1.0108% 

达晨财信 
2020/12/28 

18,757,985 18,752,985 
197,867,080 

9.4776% -0.0025% 集中竞价

减持 达晨创富 18,755,037 18,755,037 9.4786% 0.0000% 

达晨财信 
2021/1/6 

18,752,985 17,302,985 
197,867,080 

8.7448% -0.7328% 大宗交易

减持 
达晨创富 18,755,037 18,755,037 9.4786% 0.0000% 

达晨财信 
2021/3/18 

17,302,985 17,302,985 
197,867,080 

8.7448% 0.0000% 大宗交易

减持 达晨创富 18,755,037 18,235,037 9.2158% -0.2628% 

达晨财信 
2021/3/22 

17,302,985 17,302,985 
197,867,080 

8.7448% 0.0000% 大宗交易

减持 达晨创富 18,235,037 17,323,837 8.7553% -0.4605% 

合计 -5.0000%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股权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不存在权利限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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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卖尚品宅配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成交价格(元） 成交股数（股） 

达晨财信 大宗交易 2020年12月14日 69.50 1,973,000 

达晨创富 大宗交易 2020年12月14日 69.50 2,000,000 

达晨财信 集中竞价交易 2020年12月28日 78.30 5,000 

达晨财信 大宗交易 2021年1月6日 84.82 1,450,000 

达晨创富 大宗交易 2021年3月18日 85.85 520,000 

达晨创富 大宗交易 2021年3月22日     84.42 911,200 

合计 6,859,200 

除上述披露的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前6个月内没有其他买卖上市公司股

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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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

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

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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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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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证券部，以备查阅。 

联系人：罗时定 

联系电话：020-85027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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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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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达晨财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 昼 

 

签署日期：2021年3月22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天津达晨创富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刘 昼 

 

签署日期：2021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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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广州市 

股票简称 尚品宅配 股票代码 300616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深圳市达晨财信创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联系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特区报业大厦东区23楼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天津达晨创富股权投资

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

联系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特区报业大厦东区2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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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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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宗交易，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回购股份导致的被动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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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持股数量：  24,300,050股    

持股比例：  2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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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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票种类：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持股数量：  34,626,822股   

持股比例：  17.5000%   

变动比例：  5.0000%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变动 

的时间及方式 

时间：   2017年3月7日至2021年3月22日        

方式：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股份导致的被动稀释以及信息

披露义务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的主动减持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

金来源 
是  □     否  □   不适用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12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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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票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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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

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市达晨财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 昼 

 

签署日期：2021年3月22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天津达晨创富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刘 昼 

 

签署日期：2021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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