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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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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年 4月 28日披露了《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及《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后经核查，发现因工作人员疏忽导致部分数据录入有误，现将有关内容更正如下： 

一、对《2017年度报告摘要》“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第 3项内容更正如下： 

更正前：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轮胎 3,522,412,729.09 2,818,408,277.92 19.99% -10.74% -14.09% 18.49% 

材料 348,167,442.83 340,124,774.90 2.31% -60.13% -60.21% 10.00% 

更正后：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轮胎 3,522,412,729.09 123,612,154.86 19.99% -10.74% 39.01% 18.49% 

材料 348,167,442.83 4,364,429.35  2.31% -60.13% -47.71% 10.00% 

 



二、对《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中“普通

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更正如下： 

更正前：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4,15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双星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25.62% 214,098,676 95,623,932 质押 46,589,000 

招商财富－招商

银行－国信金控

1 号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5.52% 46,164,797 0   

天津源和商务咨

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4.73% 39,494,470 0   

青岛国信资本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6% 28,944,104 0   

杭州江化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3.02% 25,214,691 0   

华能贵诚信托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9% 15,797,788 0   

济南国惠兴鲁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51% 12,638,231 0   

#戴文 境内自然人 1.32% 11,038,197 0   

张梅珍 境内自然人 0.68% 5,654,203 0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1% 3,451,4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18,474,744 人民币普通股 118,474,744 

招商财富－招商银行－国信金控 1 46,164,797 人民币普通股 46,164,797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天津源和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9,494,470 人民币普通股 39,494,470 

青岛国信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28,944,104 人民币普通股 28,944,104 

杭州江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5,214,691 人民币普通股 25,214,691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15,797,788 人民币普通股 15,797,788 

济南国惠兴鲁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2,638,231 人民币普通股 12,638,231 

#戴文 11,038,197 人民币普通股 11,038,197 

张梅珍 5,654,203 人民币普通股 5,654,20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451,400 人民币普通股 3,451,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招商财富－招商银行－国信金控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青岛国信资本投

资有限公司互为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中：戴文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11,038,197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0 股。 

更正后：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4,15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双星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25.62% 214,098,676 95,623,932 质押 46,589,000 

招商财富－招商

银行－国信金控

1 号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5.52% 46,164,797 0   

天津源和商务咨

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一般法人 4.73% 39,494,470 39,494,470   

青岛国信资本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6% 28,944,104 0   

杭州江化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一般法人 3.02% 25,214,691 25,214,691   

华能贵诚信托有 境内一般法人 1.89% 15,797,788 15,797,788   



限公司 

济南国惠兴鲁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一般法人 1.51% 12,638,231 12,638,231   

#戴文 境内自然人 1.32% 11,038,197 0   

张梅珍 境内自然人 0.68% 5,654,203 0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1% 3,451,4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18,474,744 人民币普通股 118,474,744 

招商财富－招商银行－国信金控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46,164,797 人民币普通股 46,164,797 

青岛国信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28,944,104 人民币普通股 28,944,104 

#戴文 11,038,197 人民币普通股 11,038,197 

张梅珍 5,654,203 人民币普通股 5,654,20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451,400 人民币普通股 3,451,400 

#简辉 2,671,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71,000 

#邓文兰 2,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0 

王萌 2,424,452 人民币普通股 2,424,452 

夏欣 2,320,277 人民币普通股 2,320,27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招商财富－招商银行－国信金控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青岛国信资本投

资有限公司互为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中：戴文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11,038,197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0 股；简辉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

份 2,500,0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171,000 股；邓文兰通过融资融券

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2,500,0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0 股。 

除上述更正内容以外，其他内容不做变更，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

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5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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