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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年报的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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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2月28日在巨潮

资讯网上披露了《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经核查，因公司工作人员的

工作失误导致披露的报告中的个别数据填报有误，公司现更正如下： 

一、年报全文更正情况 

1、“第六节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之“三、1. 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更正前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4,47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

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1,57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参见注 8）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

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参见注 8） 

0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报告期末

持股数量 

报告期内

增减变动

情况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持有无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59% 87,000,000  0 87,000,000 质押 87,000,000 

广西河池化学工业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12.75% 37,493,589  0 37,493,589   

唐伟 境内自然人 1.09% 3,205,705  0 3,205,705   

王春明 境内自然人 0.65% 1,570,191 -100 0 1,570,191   

瞿元庆 境内自然人 0.46% 1,360,000  0 1,360,000   

深圳市丽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3% 1,263,800 -1,300 0 1,263,800   

张春维 境内自然人 0.39% 1,152,400  0 1,152,400   

闵明珠 境内自然人 0.34% 991,700   991,700   

苏志飞 境内自然人 0.33% 969,238 582,238 0 969,238   

王湛中 境内自然人 0.31% 900,000  0 9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法人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流通股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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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 8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7,000,000 

广西河池化学工业集团公司 37,493,589 人民币普通股 37,493,589 

唐伟 3,205,705 人民币普通股 3,205,705 

王春明 1,570,191 人民币普通股 1,570,191 

瞿元庆 1,3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60,000 

深圳市丽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263,800 人民币普通股 1,263,800 

张春维 1,152,400 人民币普通股 1,152,400 

闵明珠 991,700 人民币普通股 991,700 

苏志飞 969,238 人民币普通股 969,238 

王湛中 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

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

未知其他法人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参见注 4）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前十大股东中：股东“王春明”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户”持有 1,570,191 股，合计持有 1,570,191 股。 

 

更正后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4,47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

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1,57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参见注 8）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

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参见注 8） 

0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报告期末

持股数量 

报告期内

增减变动

情况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持有无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59% 87,000,000  0 87,000,000 质押 87,000,000 

广西河池化学工业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12.75% 37,493,589  0 37,493,589   

唐伟 境内自然人 1.09% 3,205,705 3,205,705 0 3,205,705   

王春明 境内自然人 0.65% 1,897,491 327,200 0 1,897,491   

瞿元庆 境内自然人 0.46% 1,360,000 1,360,000 0 1,360,000   

深圳市丽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3% 1,263,800 -1,300 0 1,263,800   

张春维 境内自然人 0.39% 1,152,400 1,152,400 0 1,15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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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明珠 境内自然人 0.34% 991,700 991,700  991,700   

苏志飞 境内自然人 0.33% 969,238 582,238 0 969,238   

王湛中 境内自然人 0.31% 900,000 900,000 0 9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法人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流通股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 8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7,000,000 

广西河池化学工业集团公司 37,493,589 人民币普通股 37,493,589 

唐伟 3,205,705 人民币普通股 3,205,705 

王春明 1,897,491 人民币普通股 1,897,491 

瞿元庆 1,3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60,000 

深圳市丽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263,800 人民币普通股 1,263,800 

张春维 1,152,400 人民币普通股 1,152,400 

闵明珠 991,700 人民币普通股 991,700 

苏志飞 969,238 人民币普通股 969,238 

王湛中 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

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

未知其他法人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参见注 4）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前十大股东中：股东“王春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27,300.

股，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户”持有 1,570,191 股，

合计持有 1,897,491 股。 

 

2、“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之“七、9.(1)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更正前 

单位： 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可供出售债务工具： 23,140,821.68 23,140,821.68  23,140,821.68 23,140,821.68  

  按成本计量的 23,140,821.68 23,140,821.68  23,140,821.68 23,140,8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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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3,140,821.68 23,140,821.68  23,140,821.68 23,140,821.68  

 

更正后 

单位： 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可供出售权益工具： 23,140,821.68 23,140,821.68  23,140,821.68 23,140,821.68  

  按成本计量的 23,140,821.68 23,140,821.68  23,140,821.68 23,140,821.68  

合计 23,140,821.68 23,140,821.68  23,140,821.68 23,140,821.68  

 

二、年报摘要更正情况 

1. “二、公司基本情况”之“4、（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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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前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4,47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1,577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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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59% 87,000,000  质押 87,000,000 

广西河池化学工业集团公司 国家 12.75% 37,493,589    

唐伟 境内自然人 1.09% 3,205,705    

王春明 境内自然人 0.65% 1,570,191    

瞿元庆 境内自然人 0.46% 1,360,000    

深圳市丽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3% 1,263,800    

张春维 境内自然人 0.39% 1,152,400    

闵明珠 境内自然人 0.34% 991,700    

苏志飞 境内自然人 0.33% 969,238    

王湛中 境内自然人 0.31% 9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法人

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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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前十大股东中：股东“王春明”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户”持有 1,570,191 股，合计持有 1,570,191 股。 

 

更正后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4,47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1,577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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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59% 87,000,000  质押 87,000,000 

广西河池化学工业集团公司 国家 12.75% 37,493,589    

唐伟 境内自然人 1.09% 3,205,705    

王春明 境内自然人 0.65% 1,897,491    

瞿元庆 境内自然人 0.46% 1,360,000    

深圳市丽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3% 1,263,800    

张春维 境内自然人 0.39% 1,152,400    

闵明珠 境内自然人 0.34% 991,700    

苏志飞 境内自然人 0.33% 969,238    

王湛中 境内自然人 0.31% 9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法人股股

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前十大股东中：股东“王春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27,300.股，通

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户”持有 1,570,191 股，合计持有

1,897,491 股。 

 

除上述更正外，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本次更正

后的《 2017年年度报告》全 文及摘要（更新后）详见巨潮咨询网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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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认真吸取教训，进一步加强定期报告的编制及复核工作，不断提高

信息披露质量。因公司疏忽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表示诚挚的歉意，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6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