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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更正的公告 

 

 

 

 

 

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30日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了《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经核对，因工作人员疏忽，公司半年度报告的“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格披露有误，以下更正不会对公司 2019 年上

半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影响，具体更正如下： 

一、《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中“二、报告期末

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项目下“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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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报出信息为：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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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建灿 境内自然人 20.50% 93,540,596 93,540,596 
质押 93,490,196 

冻结 93,540,596 

王淼根 境内自然人 12.00% 54,773,282 41,079,961 质押 54,770,000 

杭州中宜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06% 50,476,543 50,476,543 质押 31,033,797 

陈根荣 境内自然人 8.95% 40,856,482 31,392,361 质押 38,155,681 

周伟洪 境内自然人 8.14% 37,169,200 37,169,200 
质押 37,169,200 

冻结 37,169,200 

周纯 境内自然人 6.79% 30,996,000 30,996,000 
质押 30,960,000 

冻结 30,996,000 

杭州红将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84% 12,981,755 12,981,755   

杭州远方光电 境内非国有法 1.48% 6,745,9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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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股份有限

公司 

人 

马夏康 境内自然人 1.28% 5,838,094 5,395,682 
质押 5,395,682 

冻结 5,838,094 

上海萌顾创业

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8% 5,395,682 5,395,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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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淼根 13,693,321 人民币普通股 13,693,321 

陈根荣 9,464,121 人民币普通股 9,464,121 

杭州远方光电信息股份有限

公司 
6,745,900 人民币普通股 6,745,900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4,206,278 人民币普通股 4,206,278 

钱志达 1,936,474 人民币普通股 1,936,474 

费占军 1,925,500 人民币普通股 1,925,500 

费禹铭 1,754,674 人民币普通股 1,754,674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385,353 人民币普通股 1,385,353 

徐添锋 1,326,020 人民币普通股 1,326,02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094,245 人民币普通股 1,094,24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周建灿（已去世）、周纯系父子关系，两者互为一致行动人，为本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更正后信息如下：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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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建灿 境内自然人 20.50% 93,540,596 93,540,596 
质押 93,490,196 

冻结 93,540,596 

王淼根 境内自然人 12.00% 54,773,282 41,079,961 质押 54,770,000 

杭州中宜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06% 50,476,543 50,476,543 质押 31,033,797 

陈根荣 境内自然人 8.95% 40,856,482 31,392,361 质押 38,155,681 



周伟洪 境内自然人 8.14% 37,169,200 37,169,200 
质押 37,169,200 

冻结 37,169,200 

周纯 境内自然人 6.79% 30,996,000 30,996,000 
质押 30,960,000 

冻结 30,996,000 

杭州红将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4% 12,981,755 12,981,755   

杭州远方光电

信息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8% 6,745,900 0   

马夏康 境内自然人 1.28% 5,838,094 5,395,682 
质押 5,395,682 

冻结 5,838,094 

上海萌顾创业

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8% 5,395,682 5,395,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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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淼根 13,693,321 人民币普通股 13,693,321 

陈根荣 9,464,121 人民币普通股 9,464,121 

杭州远方光电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6,745,900 人民币普通股 6,745,900 

#赵伟尧 2,513,816 人民币普通股 2,513,816 

钱志达 1,936,474 人民币普通股 1,936,474 

费占军 1,925,500 人民币普通股 1,925,500 

费禹铭 1,754,674 人民币普通股 1,754,674 

徐添锋 1,326,020 人民币普通股 1,326,020 

#赵佳萍 1,11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16,000 

#汪称意 1,0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6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周建灿（已去世）、周纯系父子关系，两者互为一致行动人，为本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如本次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