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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33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临-2016-25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及《2016 年第一季度报

告正文》，并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刊登了《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现更正上述报告中“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之“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分别删除“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中的股东“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情

况一栏，并各顺位补充第十名股东/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具体如下： 

更正前： 

股东总数（户） 121,56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牛奶有限公司 813,100,468 19.99 813,100,468 无 0 境外法人 

张轩松 806,385,203 19.82 142,295,588 质押 403,500,000 境内自然人 

张轩宁 495,874,160 12.19 0 质押 198,250,000 境内自然人 

谢香镇 91,288,440 2.2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叶兴针 91,288,440 2.2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郑文宝 91,288,440 2.2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37,435,944 0.92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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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分红－团体分红

－018L－FH001 沪 

33,707,227 0.83 0 无 0 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

合 
31,000,000 0.76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29,497,000 0.73 0 无 0 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张轩松 664,089,615 人民币普通股 664,089,615 

张轩宁 495,874,160 人民币普通股 495,874,160 

谢香镇 91,288,440 人民币普通股 91,288,440 

叶兴针 91,288,440 人民币普通股 91,288,440 

郑文宝 91,288,440 人民币普通股 91,288,44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 
37,435,944 人民币普通股 37,435,944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团

体分红－018L－FH001 沪 
33,707,227 人民币普通股 33,707,227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3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0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9,497,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497,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民

营活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112,084 人民币普通股 27,112,08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实际控制人张轩松和张轩宁属于一致行动人。张轩松与张轩宁为兄

弟关系，郑文宝为张轩松、张轩宁两人的表兄；谢香镇为张轩松、

张轩宁两人的妹夫；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公司未发行优先股。 

更正后： 

股东总数（户） 121,56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牛奶有限公司 813,100,468 19.99 813,100,468 无 0 境外法人 

张轩松 806,385,203 19.82 142,295,588 质押 403,500,000 境内自然人 

张轩宁 495,874,160 12.19 0 质押 198,250,000 境内自然人 

谢香镇 91,288,440 2.2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叶兴针 91,288,440 2.2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郑文宝 91,288,440 2.2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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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分红－团体分红

－018L－FH001 沪 

33,707,227 0.83 0 无 0 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

合 
31,000,000 0.76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29,497,000 0.73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汇添富民营活力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112,084 0.67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张轩松 664,089,615 人民币普通股 664,089,615 

张轩宁 495,874,160 人民币普通股 495,874,160 

谢香镇 91,288,440 人民币普通股 91,288,440 

叶兴针 91,288,440 人民币普通股 91,288,440 

郑文宝 91,288,440 人民币普通股 91,288,44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团

体分红－018L－FH001 沪 
33,707,227 人民币普通股 33,707,227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3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0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9,497,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497,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民

营活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112,084 人民币普通股 27,112,084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TRUST 
25,417,159 人民币普通股 25,417,15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实际控制人张轩松和张轩宁属于一致行动人。张轩松与张轩宁为兄

弟关系，郑文宝为张轩松、张轩宁两人的表兄；谢香镇为张轩松、

张轩宁两人的妹夫；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公司未发行优先股。 

除以上更正内容外，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其他内容不变。  

修订后的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由此给投资者和报告使用人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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