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作 王敬涛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DISCLOSURE信息披露C74 2020 年 3 月 17 日 星期二

公司名称：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圆通速递
股票代码：600233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喻会蛟
住所：浙江省桐庐县 XXXX
通讯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徐公路 3029弄 18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张小娟
住所：浙江省桐庐县 XXXX
通讯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徐公路 3029弄 18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三：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华徐公路 3029弄 28号
通讯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华徐公路 3029弄 28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四：平潭圆鼎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平潭综合实验区中央商务总部
通讯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华徐公路 3029弄 28号
股权变动性质：一致行动关系变化及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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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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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履行亦不违反其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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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
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圆通速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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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通速递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
托或授权其他人提供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报告书、本报告书、本报告 指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圆通速递、本公司、公司、上市公司 指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蛟龙集团 指 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圆翔投资 指 上海圆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圆欣投资 指 上海圆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圆科投资 指 上海圆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圆越投资 指 上海圆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圆鼎投资 指 平潭圆鼎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圆赞投资 指 上海圆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临互 指 上海临互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质获 指 上海质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质奇 指 上海质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临闵 指 上海临闵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喻会蛟、张小娟、蛟龙集团、圆鼎投资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本报告中部分合计数若出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 均为四舍五入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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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会蛟

姓名 喻会蛟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012219XXXXXXXXXX
住所 浙江省桐庐县 XXXX
通讯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徐公路 3029弄 18号
是否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二）张小娟
姓名 张小娟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012219XXXXXXXXXX
住所 浙江省桐庐县 XXXX
通讯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徐公路 3029弄 18号
是否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三）蛟龙集团
企业名称 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华徐公路 3029弄 28号
法定代表人 喻会蛟
注册资本 81,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743036709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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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期限 2005年 4月 19日至 2025年 4月 18日
股东及持股比例 喻会蛟持股 51%；张小娟持股 49%
通讯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华徐公路 3029弄 28号

（四）圆鼎投资
企业名称 平潭圆鼎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平潭综合实验区中央商务总部
执行事务合伙人 平潭圆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 8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128MA346JWP97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及投资管理；企业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以上均不含金融、
证劵、期货中需审批的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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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3月 16日至 2021年 3月 15日
通讯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华徐公路 3029弄 28号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一）蛟龙集团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职务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喻会蛟 男 中国 上海 董事长 无
苏秀锋 男 中国 上海 副董事长 美国永久居留权
张小娟 女 中国 上海 董事 无
张益忠 男 中国 上海 董事 无
（二）圆鼎投资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职务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

留权

顾晓萱 女 中国 上海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
派代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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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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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喻会蛟与张小娟为夫妻关系，蛟龙集团系喻会蛟、张小娟控制的企业，圆鼎投资系喻

会蛟控制的企业。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的相关规定，喻会蛟、张小娟、蛟龙集团

和圆鼎投资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基于快递行业持续快速发展的良好前景，秉持着共建、共享的原则，为进一步构建

圆通网络生态命运共同体，共同分享行业及公司未来发展成果，喻会蛟、圆赞投资向圆
通网络员工及相关方转让其持有的圆翔投资、圆欣投资、圆科投资、圆越投资全部权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十二个月的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根据情况减持圆通

速递股份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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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喻会蛟与张小娟共同控制的圆赞投资为圆翔投资、圆欣投资、圆

科投资、圆越投资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喻会蛟为其有限合伙人，蛟龙集团、
喻会蛟、张小娟、圆翔投资、圆欣投资、圆科投资、圆越投资、圆鼎投资为一致行动人，其
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种类
1 蛟龙集团 1,443,961,053 50.8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 喻会蛟 133,450,083 4.7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 张小娟 98,127,852 3.45%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 圆翔投资 45,336,787 1.59%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 圆欣投资 45,336,787 1.59%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 圆科投资 45,336,787 1.59%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 圆越投资 45,336,787 1.59%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 圆鼎投资 39,024,390 1.37%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合计 1,895,910,526 66.70% -
（二）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2020 年 3 月 16 日，喻会蛟、圆赞投资向圆通网络员工及相关方转让其持有的圆翔

投资、圆欣投资、圆科投资、圆越投资全部权益，圆赞投资不再担任圆翔投资、圆欣投资、
圆科投资、圆越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1、圆翔投资
本次权益变动前，喻会蛟、张小娟直接或间接拥有圆翔投资 100%的权益；圆翔投资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圆赞投资，实际控制人为喻会蛟、张小娟，其出资结构如下图所示：

本次权益变动后，喻会蛟、张小娟不再拥有圆翔投资任何权益；圆翔投资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变更为上海临互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临互”），实际控制人变更
为胡斌、周青淼，其出资结构如下图所示：

上海临互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企业名称 上海临互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腾路 1288号 1幢 1层 M区 106室

法定代表人 胡斌
注册资本 1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财务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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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喻会蛟、张小娟与胡斌、周青淼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不构成一致行动人。
2、圆欣投资
本次权益变动前，喻会蛟、张小娟直接或间接持有圆欣投资 36.19%的权益；圆欣投

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圆赞投资，实际控制人为喻会蛟、张小娟，其出资结构如下图所
示：

本次权益变动后，喻会蛟、张小娟不再拥有圆欣投资任何权益；圆欣投资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变更为上海质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质获”），实际控制人变更
为汪吴斌、宋建洪，其出资结构如下图所示：

上海质获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企业名称 上海质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腾路 1288号 1幢 1层 M区 109室

法定代表人 汪吴斌
注册资本 1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商务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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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喻会蛟、张小娟与汪吴斌、宋建洪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不构成一致行动人。
3、圆科投资
本次权益变动前，喻会蛟、张小娟直接或间接持有圆科投资 82.07%的权益；圆科投

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圆赞投资，实际控制人为喻会蛟、张小娟，其出资结构如下图所
示：

本次权益变动后，喻会蛟、张小娟不再拥有圆科投资任何权益；圆科投资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变更为上海质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质奇”），实际控制人变更
为王建平、李小平，其出资结构如下图所示：

上海质奇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企业名称 上海质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腾路 1288号 1幢 1层 M区 107室

法定代表人 王建平
注册资本 1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商务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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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喻会蛟、张小娟与王建平、李小平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不构成一致行动人。
4、圆越投资
本次权益变动前，喻会蛟、张小娟直接或间接持有圆越投资 82.19%的权益；圆越投

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圆赞投资，实际控制人为喻会蛟、张小娟，其出资结构如下图所
示：

本次权益变动后，喻会蛟、张小娟不再拥有圆越投资任何权益；圆越投资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变更为上海临闵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临闵”），实际控制人变更
为钱利军、喻天，其出资结构如下图所示：

上海临闵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企业名称 上海临闵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腾路 1288号 1幢 1层 M区 108室

法定代表人 钱利军
注册资本 1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商务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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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喻会蛟、张小娟与钱利军、喻天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不构成一致行动人。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圆翔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为胡斌、周青淼；圆欣投资的实际控制人

为汪吴斌、宋建洪；圆科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为王建平、李小平；圆越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为
钱利军、喻天。 喻会蛟、张小娟不再拥有圆翔投资、圆欣投资、圆科投资、圆越投资任何权
益，亦不再与其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本次权益变动后，蛟龙集团、喻会蛟、张小娟、圆鼎投资仍为一致行动人，其持股情
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类别
1 蛟龙集团 1,443,961,053 50.8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 喻会蛟 133,450,083 4.7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 张小娟 98,127,852 3.45%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 圆鼎投资 39,024,390 1.37%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合计 1,714,563,378 60.32%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质押或冻结数量（股）
股份状态 股份数量

蛟龙集团 1,443,961,053 50.80% 质押 260,120,000
喻会蛟 133,450,083 4.70% 无 0
张小娟 98,127,852 3.45% 质押 98,120,000

圆鼎投资 39,024,390 1.37% 无 0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份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前 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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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证监会或者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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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翔投资、圆欣投资、圆科投资、圆越投资财产份额转让协议及合伙协议复印

件；
（四）中国证监会及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圆通速递资本运营部，供投资者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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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喻会蛟（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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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小娟（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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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名）：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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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潭圆鼎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委派代表（签名）：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喻会蛟（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张小娟（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名）：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平潭圆鼎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委派代表（签名）：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圆通速递 股票代码 60023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蛟龙集团、喻会蛟、张小娟、圆鼎
投资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蛟龙集团：上海市青浦区华徐公路
3029弄 28号

圆鼎投资：平潭综合实验区中
央商务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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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R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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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R �一致行动人关系变化 （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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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圆翔投资、圆欣投资、圆科投资、圆越投资为一
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895,910,526股，持股比例为 6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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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圆翔投资、圆欣投资、圆科投资、圆越投资不再
构成一致行动关系，所持公司股份不再合并计算，各自持股数量不变。信息披露义务
人合计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714,563,378股，持股比例为 60.32%。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
内继续增持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12个月内根据情况减持圆通
速递股份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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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规规定，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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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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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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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
保，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R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R 本次权益变动无需取得有关部门的批准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R
信息披露义务人：

喻会蛟（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张小娟（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名）：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平潭圆鼎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委派代表（签名）：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圆通速递
股票代码： 600233
信息披露义务人： 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五常大道 168号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西路 588号西溪首座 B1-2
一致行动人： 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网商路 699号 1号楼 3楼 301室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余杭区文一西路 969号 3号楼 5楼

股份权益变动性质： 增加股份

签署日期：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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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变动报告
书》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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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履行亦不违反其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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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
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圆通速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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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通速递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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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菜鸟供应链 指 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阿里创投 指 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阿里巴巴集团 指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和根据上市
地法律纳入其合并报表的实体

圆通速递、上市公司 指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圆通转债 指 圆通速递于 2018 年 11 月 20 日公开发行的面值为 100 元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菜鸟供应链将其持有的 200 万张 圆通 转债 转换 成
18,639,328股圆通速递股份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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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情况
（一）菜鸟供应链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五常大道 168号
法定代表人：万霖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10596643970P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站场：货运站（场）经营（货运代理、仓储理货）；计算机软件及系统的开

发、应用、维护；物流数据采集、处理和管理；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
服务；物流供应链管理及物流方案设计，企业信息管理及咨询、商品信息咨询；物流信息
处理及咨询服务；会务服务；承办展览；展览展示设计；票务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
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
经营）；海上、陆路、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海关预录入、进出口货物报关代理；报验代
理、报检、监管仓储、监管运输代理；安装、维修、鉴定：家电、家居用品、家具、健身器材、
卫生浴具整机及配件；国内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房屋租赁、物业管理；生产与
制造、批发与零售：计算机和电子设备、仓储物流设备；食品经营，销售（含网上销售）：初
级食用农产品、通信产品、针纺织品、服装服饰、日用百货、家用电器、电子产品、数码产
品、化妆品、计生用品、卫生用品、办公用品、体育用品、玩具、汽车及摩托车配件、鞋帽、
箱包、皮具、钟表、乐器、框架眼镜、珠宝首饰、家具、工艺美术品、五金制品、塑料制品、橡
胶制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化工产品、消防器材、建筑材料、一类医疗器械、二类
医疗器械。（另设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 969号 3幢 5层 508室为另一经营场
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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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07 月 04 日至 2032年 07 月 03日
股东及持股比例：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0%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西路 588号西溪首座 B1-2
联系电话：0571-85022088
（二）阿里创投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杭州市滨江区网商路 699号 1号楼 3楼 301室
法定代表人：戴珊
注册资本：26,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793662919X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除证券、期货）；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

管理服务业务
经营期限：2006年 10月 10日至 2036年 10月 09日
股东及持股比例：马云持股 80%、谢世煌持股 20%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文一西路 969号 3号楼 5楼
联系电话：0571-88155188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一）菜鸟供应链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

地区的永久居留权
万霖 男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是，美国永久居留权
（二）阿里创投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

地区的永久居留权
戴珊 女 董事长兼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张彧 女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蒋芳 女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一致行动人之间关系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菜鸟供应链与阿里创投均为阿里巴巴集团内企业，根据《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构成一致行动人。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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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情况外，菜鸟供应链不存在在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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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将其持有的圆通转债转换为圆通速递的股份系基于对圆通速

递未来发展前景及投资价值的认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在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持圆通速递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根据情况增持圆通

速递股份的可能。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规定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内容
根据圆通速递公开披露的公告， 圆通速递已公开披露的最新总股本为

2,842,571,478股。
本次权益变动之前， 菜鸟供应链未持有圆通速递股份。 阿里创投持有圆通速递

312,996,335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圆通速递总股本约 11.01%。
2020年 3月 13日，菜鸟供应链将持有的全部 200 万张圆通转债（面值均为 100 元）

全部转换成 18,639,328股圆通速递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披露日，菜鸟供应链已不再持有
圆通转债。

本次权益变动之后，菜鸟供应链持有圆通速递 18,639,328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
圆通速递总股本约 0.65%；阿里创投持有圆通速递 312,996,335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
圆通速递总股本约 10.94%；菜鸟供应链和阿里创投合计持有圆通速递 331,635,663 股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圆通速递总股本约 11.59%。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的圆通速递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为菜鸟供应链和阿里创投合计持有的圆

通速递 331,635,663股股份，前述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其他任何权利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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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通速递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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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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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圆通速递资本运营部，供投资者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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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名）：
签署日期：2020年 月 日

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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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致行动人：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名）：

签署日期：2020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名）：
签署日期：2020年 月 日
一致行动人：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名）：
签署日期：2020年 月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辽宁省大连市
股票简称 圆通速递 股票代码 60023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
道五常大道 16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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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持有的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换为上市公司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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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权益变动之前，菜鸟供应链未持有圆通速递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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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圆通速递公开披露的公告， 圆通速递已公开披露的的最新总股本为
2,842,571,478股。

本次权益变动之后，菜鸟供应链持有圆通速递 18,639,328股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占圆通速递总股本约 0.65%；阿里创投持有圆通速递 312,996,335 股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占圆通速递总股本约 10.94%；菜鸟供应链和阿里创投合计持有圆通速
递 331,635,663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圆通速递总股本约 11.59%。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
增持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12个月内根据情况增持圆
通速递股份的可能。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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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信息披露义务人：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名）：

签署日期：2020 年 月 日
一致行动人：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名）：
签署日期：2020 年 月 日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公司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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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权益变动系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圆通转债”转股及其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合计持有的股份情况变化，未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收到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菜鸟供应链”）通知，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及投资价

值的认可，菜鸟供应链将其持有的“圆通转债”转为公司股份。 鉴于菜鸟供应链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里创投”）均为阿里巴巴集
团（即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和根据上市地法律纳入其合并报表的实体，下同）内企业，构成一致行动关系，本次菜鸟供应链转股引起其与阿里创投合
计持有的公司股份情况变化。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之前，菜鸟供应链未持有公司股份。 阿里创投持有公司 312,996,335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约 11.01%。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及投资价值的认可，菜鸟供应链于 2020 年 3 月 13 日将持有的 200 万张面值为 100 元的“圆通转债”全部转为公司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之后，菜鸟供应链持有公司 18,639,328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约 0.65%；阿里创投持有公司 312,996,335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约 10.94%；鉴于菜鸟供应链与阿里创投均为阿里巴巴集团内企业，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双方构成一致行动关系，持有公司权益应合并计算，菜鸟供应链
和阿里创投合计持有公司 331,635,663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约 11.59%。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五常大道 168号
法定代表人 万霖
注册资本 1,0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10596643970P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站场：货运站（场）经营（货运代理、仓储理货）；计算机软件及系统的开发、应用、维护；物流数据采集、处理和管理；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
务；物流供应链管理及物流方案设计，企业信息管理及咨询、商品信息咨询；物流信息处理及咨询服务；会务服务；承办展览；展览展示设计；票务代理；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海上、陆路、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海关预录入、进出
口货物报关代理；报验代理、报检、监管仓储、监管运输代理；安装、维修、鉴定：家电、家居用品、家具、健身器材、卫生浴具整机及配件；国内广告的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房屋租赁、物业管理；生产与制造、批发与零售：计算机和电子设备、仓储物流设备；食品经营，销售（含网上销售）：初级食用农产品、通信产品、针纺织
品、服装服饰、日用百货、家用电器、电子产品、数码产品、化妆品、计生用品、卫生用品、办公用品、体育用品、玩具、汽车及摩托车配件、鞋帽、箱包、皮具、钟表、乐
器、框架眼镜、珠宝首饰、家具、工艺美术品、五金制品、塑料制品、橡胶制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化工产品、消防器材、建筑材料、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
器械。（另设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 969号 3幢 5层 508室为另一经营场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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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07月 04日至 2032年 07月 03日
股东及持股比例 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0%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西路 588号西溪首座 B1-2
联系电话 0571-8502 2088

（二）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 杭州市滨江区网商路 699号 1号楼 3楼 301室

法定代表人 戴珊

注册资本 26,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8793662919X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除证券、期货）；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

经营期限 2006年 10月 10日至 2036年 10月 09日

股东及持股比例 马云持股 80%、谢世煌持股 20%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文一西路 969号 3号楼 5楼

联系电话 0571-8815 5188

三、所涉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次权益变动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菜鸟供应链及其一致行动人阿里创投根据规定及时

编制并披露了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以及公司同日披露的《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菜鸟供应
链、阿里创投）。

特此公告。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20 年 3 月 17 日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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