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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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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10月30日在指

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公司《2018年第三

季度报告》及《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经事后核查发现由于工作人员失误,

导致部分内容有误。现对《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及《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的错误内容予以更正，具体情况如下：  

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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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数据录入错误。 

更正前: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311,43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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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港实业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66.38% 

1,534,242,19

8 

1,534,242,1

98 
-- -- 

集辉国际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6.44% 148,954,568 148,954,568 -- -- 

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兼善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宁波

梅山保税港区兼

善鹏诚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35% 123,764,705 123,764,705 -- -- 



德乐投资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3.27% 75,619,803 75,619,803 -- -- 

悦沣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75% 40,549,195 40,549,195 -- -- 

兼善投资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1.04% 24,031,764 24,031,764 -- -- 

毅富管理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1.04% 24,031,764 24,031,764 -- -- 

春华秋实（天津）

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秋实兴

本（天津）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2% 23,529,411 23,529,411 -- -- 

深圳市益富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4% 17,084,836 17,084,836 -- -- 

深圳市信群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7% 15,499,968 15,499,96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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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丹平 424,820 人民币普通股 424,820 

黄利青 403,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3,000 

彭明立 320,400 人民币普通股 320,400 

王涛 262,166 人民币普通股 262,166 

沈华友 260,3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300 

于登玉 246,966 人民币普通股 246,966 

刘成芬 241,200 人民币普通股 241,200 

梁德谋 226,900 人民币普通股 226,900 

郭琴 222,300 人民币普通股 222,300 

姚德玉 211,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1,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1、美港实业有限公司及集辉国际有限公司均为臻鼎

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TW：4958）间接控制的全资子公司；2、宁

波梅山保税港区兼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兼善鹏

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兼善投资有限公司均为陈彬与孔

茜倩管理的企业；3、德乐投资有限公司、悦沣有限公司、深圳市益

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深圳市信群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均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4、除以上股东关联关系外，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前十名中：1、彭明立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20,400 股;2、王涛通过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票 262,166 股;3、刘成芬通过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41,200股；4、梁德谋通过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26,900 股。 

 

更正后: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17,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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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港实业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66.38% 

1,534,242,19

8 

1,534,242,1

98 
-- -- 

集辉国际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6.44% 148,954,568 148,954,568 -- -- 

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兼善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宁波

梅山保税港区兼

善鹏诚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35% 123,764,705 123,764,705 -- -- 

德乐投资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3.27% 75,619,803 75,619,803 -- -- 

悦沣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75% 40,549,195 40,549,195 -- -- 

兼善投资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1.04% 24,031,764 24,031,764 -- -- 

毅富管理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1.04% 24,031,764 24,031,764 -- -- 

春华秋实（天津）

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秋实兴

本（天津）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2% 23,529,411 23,529,411 -- -- 

深圳市益富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4% 17,084,836 17,084,836 -- -- 

深圳市信群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7% 15,499,968 15,499,96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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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丹平 424,820 人民币普通股 424,820 



黄利青 403,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3,000 

彭明立 320,400 人民币普通股 320,400 

王涛 262,166 人民币普通股 262,166 

沈华友 260,3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300 

于登玉 246,966 人民币普通股 246,966 

刘成芬 241,200 人民币普通股 241,200 

梁德谋 226,900 人民币普通股 226,900 

郭琴 222,300 人民币普通股 222,300 

姚德玉 211,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1,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1、美港实业有限公司及集辉国际有限公司均为臻鼎

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TW：4958）间接控制的全资子公司；2、宁

波梅山保税港区兼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兼善鹏

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兼善投资有限公司均为陈彬与孔

茜倩管理的企业；3、德乐投资有限公司、悦沣有限公司、深圳市益

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深圳市信群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均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4、除以上股东关联关系外，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前十名中：1、彭明立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20,400 股;2、王涛通过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票 262,166 股;3、刘成芬通过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41,200股；4、梁德谋通过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26,900 股。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除涉及上述更正

的数据相应变动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公司对此次更正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

深表歉意，今后将进一步强化信息披露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10月 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