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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8 日披露了

《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由于工作人员摘录失误，致使公司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

持股情况摘录了 2017年年度报告的数据。现对《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部分内容

进行更正，更正内容如下： 

 

第一季度报告更正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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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错误 

原数据如下：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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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9,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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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中路（集团）有限公司 131,530,734 40.92  质押 112,560,734 境内非国有法人 

张  源 4,689,911 1.98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陈  杰 3,230,000 1.49  未知  境内自然人 

GUOTAIJUNAN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2,931,483 1.43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李天云 2,730,000 1.39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846,073 0.86  未知  境外法人 

BANK OF TAIWANASCUSTODIAN OF FRANKLIN 

TEMPLETON SINOAM CHINA CONSUMPTION FUND                                                                                                                              
1,574,279 0.54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黄光伟                                                                                                                                   1,562,100 0.54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曹   明                                                                                                                             1,289,800 0.48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杨文君                                                                                                                             1,135,100 0.47  未知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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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中路（集团）有限公司 131,530,734 人民币普通股 131,530,734 

张  源 4,689,911 人民币普通股 4,689,911 

陈  杰 3,2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30,000 

GUOTAIJUNAN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2,931,483 境内上市外资股 2,931,483 

李天云 2,7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3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846,073 人民币普通股 1,846,073 

BANK OF TAIWANASCUSTODIAN OF FRANKLIN TEMPLETON 

SINOAM    CHINA CONSUMPTION FUND 
1,574,279 境内上市外资股 1,574,279 

黄光伟 1,562,100 人民币普通股 1,562,100 

曹  明 1,289,8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9,800 

杨文君 1,135,100 人民币普通股 1,135,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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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 

 

更正后的数据如下：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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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6,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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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中路（集团）有限公司 131,530,734 40.92  质押 112,560,734 境内非国有法人 

张  源 4,712,611 1.98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李天云 3,536,900 1.49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陈  杰 3,406,921 1.43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张晓明 3,309,251 1.39  未知  境内自然人 

GUOTAIJUNANSECURITIES (HONGKONG) LIMITED                                                                                                                2,807,211 0.87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058,102 0.86  未知  境外法人 

曹明                                                                                                                                   1,289,800 0.54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孙逸赟                                                                                                                             1,286,100 0.54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杨文君                                                                                                                             1,135,100 0.48  未知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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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中路（集团）有限公司 131,530,734 人民币普通股 131,530,734 

张  源 4,712,611 人民币普通股 4,712,611 



李天云 3,536,900 人民币普通股 3,536,900 

陈  杰 3,406,921 人民币普通股 3,406,921 

张晓明 3,309,251 人民币普通股 3,309,251 

GUOTAIJUNAN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2,807,211 境内上市外资股 2,807,21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058,102 人民币普通股 2,058,102 

曹明                                                                                                                                   1,289,8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9,800 

孙逸赟                                                                                                                             1,286,1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6,100 

杨文君                                                                                                                             1,135,100 人民币普通股 1,135,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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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 

 

 

 

 

 

由此对投资者造成的不便表示深深的歉意。 

 

 

 

 

 

特此公告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