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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HULUDAO ZINC INDUSTRY CO., LTD. 

股票代码：000751       股票简称：锌业股份       公告编号：2018-035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半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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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8年8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

《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经公司事后审核，对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

中出现的错误部分予以更正。 

一、更正部分总体情况 

《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六节 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中“三、公司股

东数量及持股情况”及《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二、公司基本情况”中“3、

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表格中第三名股东“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

托·价值回报23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更正为“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二、更正部分详细情况 

1.《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六节 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更正情况 

更正前： 

三、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174,17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参见注

8） 

0 

持股 5%以上的普通股股东或前 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报告期末持

有的普通股

数量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普

通股数

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普通

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冶葫芦岛

有色金属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59% 332,602,026   332,602,026   

#卢玲英 境内自然人 0.37% 5,271,637 -478,353  5,271,637   

华鑫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华鑫信

托·价值回

其他 0.32% 4,561,500 -837,500  4,56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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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23号证

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

划 

#陈奇恩 境内自然人 0.31% 4,400,000   4,400,000   

纪彦禹 境内自然人 0.27% 3,776,114 +200,000  3,776,114   

常卫国 境内自然人 0.25% 3,515,900 +3,515,900  3,515,900   

郑通韩 境内自然人 0.23% 3,173,700 -89,500  3,173,700   

宋玉荣 境内自然人 0.22% 3,125,300 3,125,300  3,125,300   

刘志刚 境内自然人 0.22% 3,094,470 3,094,470  3,094,470   

#郭晓钰 境内自然人 0.16% 2,284,400 1,414,400  2,284,400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

配售新股成为前10名普通

股股东的情况（如有）（参

见注 3）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 10 名流通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前 10 名流通股股东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

有限公司 
332,602,026 人民币普通股 332,602,026 

#卢玲英 5,271,637 人民币普通股 5,271,637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华鑫信托·价值回报23号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4,561,500 人民币普通股 4,561,500 

#陈奇恩 4,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400,000 

纪彦禹 3,776,114 人民币普通股 3,776,114 

常卫国 3,515,900 人民币普通股 3,515,900 

郑通韩 3,173,700 人民币普通股 3,173,700 

宋玉荣 3,125,300 人民币普通股 3,125,300 

刘志刚 3,094,470 人民币普通股 3,094,470 

#郭晓钰 2,284,400 人民币普通股 2,284,4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

股东之间，以及前 10名无

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和前

10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 10 名流通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前 10 名流通股股东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参见注 4） 

不适用  

 

更正后： 

三、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174,17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参见注

8） 

0 

持股 5%以上的普通股股东或前 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报告期末持

有的普通股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持有有

限售条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普通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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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件的普

通股数

量 

股数量 

中冶葫芦岛

有色金属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59% 332,602,026   332,602,026   

#卢玲英 境内自然人 0.37% 5,271,637 -478,353  5,271,637   

中国证券金

融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0.32% 4,561,500 -837,500  4,561,500   

#陈奇恩 境内自然人 0.31% 4,400,000   4,400,000   

纪彦禹 境内自然人 0.27% 3,776,114 +200,000  3,776,114   

常卫国 境内自然人 0.25% 3,515,900 +3,515,900  3,515,900   

郑通韩 境内自然人 0.23% 3,173,700 -89,500  3,173,700   

宋玉荣 境内自然人 0.22% 3,125,300 3,125,300  3,125,300   

刘志刚 境内自然人 0.22% 3,094,470 3,094,470  3,094,470   

#郭晓钰 境内自然人 0.16% 2,284,400 1,414,400  2,284,400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

配售新股成为前10名普通

股股东的情况（如有）（参

见注 3）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 10 名流通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前 10 名流通股股东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

有限公司 
332,602,026 人民币普通股 332,602,026 

#卢玲英 5,271,637 人民币普通股 5,271,637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4,561,500 人民币普通股 4,561,500 

#陈奇恩 4,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400,000 

纪彦禹 3,776,114 人民币普通股 3,776,114 

常卫国 3,515,900 人民币普通股 3,515,900 

郑通韩 3,173,700 人民币普通股 3,173,700 

宋玉荣 3,125,300 人民币普通股 3,125,300 

刘志刚 3,094,470 人民币普通股 3,094,470 

#郭晓钰 2,284,400 人民币普通股 2,284,4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

股东之间，以及前 10名无

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和前

10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 10 名流通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前 10 名流通股股东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参见注 4） 

不适用  

 

2.《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二、公司基本情况”更正情况 

更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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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74,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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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冶葫芦岛

有色金属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59% 332,602,026    

#卢玲英 境内自然人 0.37% 5,271,637    

华鑫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华鑫信

托·价值回

报 23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0.32% 4,561,500    

#陈奇恩 境外自然人 0.31% 4,400,000    

纪彦禹 境外自然人 0.27% 3,776,114    

常卫国 境内自然人 0.25% 3,515,900    

郑通韩 境内自然人 0.23% 3,173,700    

宋玉荣 境内自然人 0.22% 3,125,300    

刘志刚 境内自然人 0.22% 3,094,470    

#郭晓钰 境内自然人 0.16% 2,284,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 10 名流通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前 10 名流通股股

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更正后：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74,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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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冶葫芦岛

有色金属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59% 332,602,026    

#卢玲英 境内自然人 0.37% 5,271,637    

中国证券金

融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0.32% 4,561,500    

#陈奇恩 境外自然人 0.31% 4,400,000    

纪彦禹 境外自然人 0.27% 3,776,114    

常卫国 境内自然人 0.25% 3,515,900    

郑通韩 境内自然人 0.23% 3,173,700    

宋玉荣 境内自然人 0.22% 3,125,300    



 

 

 

 

 
 

第 5 页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HULUDAO ZINC INDUSTRY CO., LTD. 

刘志刚 境内自然人 0.22% 3,094,470    

#郭晓钰 境内自然人 0.16% 2,284,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 10 名流通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前 10 名流通股股

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除上述内容需更正外，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其他内容不变，更正后

的 2018 年 半 年 度 报 告 全 文 及 摘 要 修 订 版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对于本次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董事

会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8 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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