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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及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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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7日在《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2017年年度报告》、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及《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2018 年第一季度报

告正文》。 

公司控股股东汉桥机器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桥机器厂”）及持股 5%以

上股东北京天鸿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鸿伟业”）于 2018 年 6 月

25 日告知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汉桥机器厂持有的公司 6,753 万股股份质押和 900

万股股份解除质押，天鸿伟业持有的公司 560 万股股份质押未及时告知公司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在知晓该事项后立即于 2018 年 6 月 25 日对上述质押情况及

时进行补充披露，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6 日披露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股东办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56）。 

公司及审计机构的工作人员由于工作疏忽错误认定深圳联金商业保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联金保理”）为公司董事、时任总经理李波先生过去十二个月控制

的公司。李波先生已于 2015年 2月 4日辞去联金保理执行董事及总经理职务，故

联金保理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现对《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中披露

的部分内容予以更正，具体如下：  

一、《2017 年年度报告全文》中“第六节、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之三、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情况之 1、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以及《2017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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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公司基本情况”之“4、股本及股东情况”。 

更正前：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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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桥机器厂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9.28% 153,000,000   153,000,000 质押 112,590,000 

郝毅 境内自然人 11.58% 35,941,965  35,941,965 0 质押 23,370,000 

北京天鸿伟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58% 20,437,587   20,437,587 质押 14,830,000 

北京广袤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54% 14,094,888   14,094,888   

孙宏建 境内自然人 3.22% 10,008,029   10,008,029   

权星商业管理（深圳）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3% 7,236,100   7,236,100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山东信托－赫

美集团员工持股计划集

合资金信托 

其他 2.03% 6,303,796   6,303,796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辉煌”169号单一资

金信托 

其他 1.84% 5,711,000   5,711,00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辉煌”93 号单一资

金信托 

其他 1.04% 3,233,205   3,233,205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辉煌”92 号单一资

金信托 

其他 0.80% 2,478,534   2,478,534   

更正后：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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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桥机器厂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9.28% 153,000,000   153,000,000 质押 149,790,000 

郝毅 境内自然人 11.58% 35,941,965  35,941,965 0 质押 23,370,000 

北京天鸿伟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58% 20,437,587   20,437,587 质押 20,430,000 

北京广袤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54% 14,094,888   14,094,888   

孙宏建 境内自然人 3.22% 10,008,029   10,008,029   

权星商业管理（深圳）有 境内非国有 2.33% 7,236,100   7,23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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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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公司 法人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山东信托－赫

美集团员工持股计划集

合资金信托 

其他 2.03% 6,303,796   6,303,796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辉煌”169号单一资

金信托 

其他 1.84% 5,711,000   5,711,00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辉煌”93 号单一资

金信托 

其他 1.04% 3,233,205   3,233,205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辉煌”92 号单一资

金信托 

其他 0.80% 2,478,534   2,478,534   

二、《2017 年年度报告全文》中“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之十一、关联方及关

联交易之 4、其他关联方情况及 5、关联交易情况之（5）”。 

更正前： 

4、其他关联方情况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企业关系 

深圳联金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总经理过去十二个月控制的公司 

（5）关联方资金拆借 

单位：元 

关联方 拆借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说明 

拆入 

深圳联金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20,000,000.00 2017年 09 月 30日 2018年 09 月 29日 年利率 10% 

更正后： 

4、其他关联方情况 

其他关联方情况中无深圳联金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5）关联方资金拆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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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中“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之二、报告期末

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及《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中“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之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更正前：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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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桥机器厂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9.28% 153,000,000 0 质押 98,460,000 

郝毅 境内自然人 11.58% 35,941,965 35,941,965 质押 35,940,000 

北京天鸿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58% 20,437,587 0 质押 14,000,000 

北京广袤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4% 14,094,888 0   

权星商业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1% 11,206,400 0   

孙宏建 境内自然人 3.24% 10,059,829 0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信托－赫美集团员工持股计划集合资

金信托 

其他 2.03% 6,303,796 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辉

煌”169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1.54% 4,793,517 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辉煌”93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0.78% 2,436,805 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辉煌”92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0.68% 2,123,752 0   

更正后：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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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桥机器厂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9.28% 153,000,000 0 质押 146,450,000 

郝毅 境内自然人 11.58% 35,941,965 35,941,965 质押 35,940,000 

北京天鸿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58% 20,437,587 0 质押 19,600,000 

北京广袤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4% 14,094,888 0   

权星商业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1% 11,206,400 0   

孙宏建 境内自然人 3.24% 10,059,829 0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信托－赫美集团员工持股计划集合资

金信托 

其他 2.03% 6,303,796 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辉

煌”169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1.54% 4,793,517 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辉煌”93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0.78% 2,436,80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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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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辉煌”92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0.68% 2,123,752 0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2017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及正文》 中其他内容不变。公司对此更正事项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公司今后将进一步强化信息披露事前核对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