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853               证券简称：皮阿诺              公告编号：2023-004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协议转让公司股份进展 

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为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上市公司”或“皮阿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礼斌先生（以下简称

“乙方”）与珠海鸿禄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珠海鸿禄”、

“甲方”）之间的权益变动，马礼斌先生拟将其持有的皮阿诺 13,524,350 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 7.25%） 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珠海鸿禄。 

2、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3、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4、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需各方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务及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 

5、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

关注本次协议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并督促交易各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礼斌先生与珠海鸿禄于 2022 年 10 月 17 日

签署了《珠海鸿禄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与马礼斌关于广东皮阿诺科

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原协议”），该协议约定马

礼斌先生拟将其持有的皮阿诺股份 37,308,550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目前股份总



 

 

数的 20%）协议转让给珠海鸿禄。由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礼斌先

生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马礼斌先生 2022 年度最多可转让其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的 25%，即不超

过 23,834,497 股， 2023 年才可转让剩余约定的股份。因此，马礼斌先生分两

次将其所持的公司股份转让给珠海鸿禄，两次转让的股份数分别为 23,784,2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2.75%）、13,524,35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7.25%）。 

2022 年 12 月 23 日，公司收到马礼斌先生提供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第一次股份协议转让的过

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过户日期为  2022 年  12 月  22 日，过户数量为 

23,784,2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2.75%），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4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5）。 

2023 年 3 月 30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礼斌先生与珠海鸿禄签署

了《珠海鸿禄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与马礼斌关于广东皮阿诺科学艺

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第二次股份转让

协议”）。本次权益变动中，马礼斌先生将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以 16.0560 元/股的

价格将上市公司 13,524,350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7.25%）转让给珠

海鸿禄。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珠海鸿禄将持有皮阿诺 37,308,550 股股份（占上

市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 20%）。 

二、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更。 

本次权益变动后， 马礼斌先生持有公司 58,029,436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股

份总数的 31.11%，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礼斌先生一致行动人马

瑜霖女士仍持有公司 727,725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0.39%； 马礼斌

先生与马瑜霖女士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8,757,161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

的 31.50%。 珠海鸿禄持有上市公司 37,308,550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

的 20%；珠海鸿禄一致行动人共青城齐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共青城齐利”）持有上市公司 1,879,875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1.01%。



 

 

珠海鸿禄与共青城齐利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39,188,425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

本 21.01%。 

三、本次权益变动受让方的基本情况 

（一）受让方 

企业名称 珠海鸿禄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 3200号 2009房 

执行事务合伙人 保利（横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34,1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MA572KCL6U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21 年 8月 30日 

经营期限 2021-08-30 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

资活动 

通讯地址 广州市海珠区阅江中路 826 号保利发展广场 51楼 

经查询，珠海鸿禄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受让方一致行动人 

企业名称 共青城齐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基金小镇内 

执行事务合伙人 保利（横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6,341.23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405MA38NG762R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19年 6月 25日 

经营期限 2019-06-25 至 2039-06-24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项目投资，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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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地址 广州市海珠区阅江中路 826 号保利发展广场 51 楼 

经查询，共青城齐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合同主体： 



 

 

股份受让方（甲方）：珠海鸿禄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份转让方（乙方）：马礼斌 

鉴于： 

1、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皮阿诺”或“上市公司”）

是一家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上市公司，股票代码为 002853。截至

本协议签署之日，上市公司总股本为 186,542,748 股。乙方持有上市公司

71,553,786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38.36%，系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2、甲方为一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合伙企业。 

3、甲方、乙方于 2022 年 10 月 17 日签署了《关于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甲方以现金方式分二期购买乙方所持广东

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皮阿诺”或“上市公司”）37,308,550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20%）（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4、本次交易中的第一次协议转让所涉及股份已由甲方、乙方于 2022 年 12

月 22 日完成过户登记，该次协议转让股份过户完成后，甲方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23,784,200 股，占上市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12.75%，为上市公司第二大股

东。 

5、甲乙双方拟根据于 2022 年 10 月 17 日签署的《关于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

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就甲方受让乙方持有的上市公司

13,524,350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7.25%）事宜（以下简称“第二次协议

转让”或“本次股份转让”）作出具体约定。 

为顺利推进本次交易、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充分协商，就第二次

协议转让达成一致协议如下： 

第一条 定义（略） 



 

 

第二条 股份转让 

1、乙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甲方转让其所持上市公司

13,524,350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7.25%）。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甲方

将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37,308,550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20%）。 

2、双方确认并同意，本次股份转让的标的包含本协议签署之日转让方所持

有的上市公司相应的股份及附有的全部股东权益和利益。所有与转让股份有关的

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在本协议签署之日标的股份所对应的上市公司利润和任何标

的股份派生权益（如股利、分红、送配股等收益），均由甲方受让并享有，应根

据本协议约定于交割时同时从转让方转移到受让方，且转让价款不因此增加。若

股份交割日前上市公司董事会作出利润分配预案，则仍由甲方按董事会作出的利

润分配预案享有待分配的股利。 

第三条 转让价款及其支付 

1、双方确认，本次股份转让的转让价格为协议签署之日的上市公司前一交

易日股票收盘价的 90%，即转让单价为 16.0560 元/股，转让总价为 217,146,963.60

元。 

2、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标的股份交割日期间，上市公司发生送股、公积

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标的股份因上述事项新增股份或股东权益

归属甲方，标的股份的转让总价款不增加。 

3、转让价款支付方式及期限 

（1）双方同意，由甲方以现金方式支付本协议项下所有转让价款。 

（2）本次股份转让价款支付期限： 

①甲方应在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先决条件满足后，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前向

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本次股份转让价款的 40%（“第一期转让价款”）； 

②乙方应于甲方向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余下 60%的转让价款（“第二期

转让价款”）后十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交本次股份转

让过户申请。 



 

 

第四条  转让价款支付的先决条件 

1、甲方在本协议项下的转让价款支付义务的履行以下列先决条件的全部满

足或被甲方事先书面豁免（或附条件豁免）为前提： 

（1）本协议已经双方签署生效； 

（2）不存在可能禁止或限制本次股份转让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生效法院判决、裁定等，不存在任何将会或有合理可能限制本

次股份转让完成的且不能被合理解释或回应的政府部门或证券交易所提起的询

问、诉求、提议； 

（3）就本次股份转让，乙方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所有陈述和保证在重大方

面均真实、准确、完整且不具误导性； 

（4）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就涉及的经营者集中审查程序出具不

实施进一步审查通知（如需）； 

（5）本次股份转让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审核同意； 

（6）乙方向甲方提供由上市公司所在辖区的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覆盖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上市公司及其全部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在工商、税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

方面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的合规证明； 

（7）上市公司现有经营在正常的状况下持续运作，除上市公司已披露的信

息及甲方的尽职调查外，上市公司的资产、业务、财务、运营及管理层未发生重

大不利变化。 

乙方向甲方出具本条约定的涉及到乙方的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或被甲方

以书面方式豁免）的书面确认函。 

2、甲乙双方确认，如本协议签署后的三个月内或原协议所约定的第二次协

议转让履行期限内（以二者孰长为准），因受相关法律法规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的强制性要求的限制，上述第“四、1”条先决条件的第（4）、（5）条无法满

足，甲乙双方均有权解除本协议，转让方和受让方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各方



 

 

因此发生的费用或损失由各方各自承担，乙方应将甲方已经支付的全部款项连同

按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相应利息一并返还给甲方。如届时双方同意

延长本条约定的期限的，由甲乙双方另行签署补充协议确定。 

若本协议第“四、1”条中除（4）、（5）条外所述其他事项未能于本协议签订

之日起三个月内或原协议所约定的第二次协议转让履行期限内（以二者孰长为准）

全部满足或被甲方事先书面豁免，则除非甲方书面同意予以延期，甲方有权依法

解除本协议。若相关条件未能满足系由于乙方或上市公司的原因造成的，则甲方

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 

3、若本协议规定的一项或多项先决条件被甲方附条件豁免，则乙方应按甲

方要求的期限促使该等义务得以充分履行。 

…… 

第八条 其他条款 

1、本协议经甲方、乙方签署后生效。 

2、本协议为原协议约定实施的第二期交易，本协议未约定的，仍以原协议

的约定为准。 

…… 

五、权益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皮阿诺专注于中高端橱柜、衣柜、门墙等定制家居及配套产品的研发、设计、

生产和销售；保利资本在地产行业深耕多年，资本实力雄厚，行业整合经验丰富，

寻求在产业上下游领域延伸的投资机会。双方有意向在产业链进行深度合作，拓

展战略布局。 

本次权益变动后，双方将根据定制家居行业的发展特点，发挥资本及产业的

协同效应，利用保利资本的平台优势和皮阿诺的产业优势，共同促进皮阿诺在家

居行业的发展，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资本合作，通过加强资本及项目

方面的合作，巩固和深化互惠共赢的合作关系，使双方实现优势互补及合作共赢。 

六、其他说明 



 

 

1、本次股份转让事项的实施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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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亦未违反相关承诺。 

2、本次股份转让事项尚需各方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务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过

户手续。 

3、在两次协议签署期间，珠海鸿禄在履行国资审批程序的同时，积极与皮

阿诺开展了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合作。 

4、公司将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密切关注相关事项并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并督促交易双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交易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珠海鸿禄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马礼斌关于广东皮阿诺科学艺

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