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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13         证券简称：亚普股份         公告编号：2020-026 

  

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5 日在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正文。经核查发现，报告中“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

东变化”之“2.2、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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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数据有误，现更正

说明如下： 

一、更正前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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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投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2,524,500,000 49.09 2,524,500,000 无 0 国有法人 

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 
152,550,000 29.67 152,550,000 无 0 国有法人 

国投创新（北京）投资基

金有限公司 
22,500,000 4.38 22,500,000 无 0 其他 

北京国投协力股权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22,500,000 4.38 22,500,000 无 0 其他 

惠渊博 2,395,813 0.4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城量化小盘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66,180 0.15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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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天倚道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天倚道－新赛

投资 1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750,000 0.15 0 无 0 其他 

肖伟强 588,700 0.1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石新华 525,700 0.1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高维庆 442,186 0.09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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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渊博 2,395,813 人民币普通股 2,395,81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城量化

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66,180 人民币普通股 766,180 

上海天倚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天倚道

－新赛投资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0,000 

肖伟强 588,700 人民币普通股 588,700 

石新华 525,700 人民币普通股 525,700 

高维庆 442,186 人民币普通股 442,186 

毛明土 342,696 人民币普通股 342,696 

陈彩仪 301,694 人民币普通股 301,694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金一五

零三组合 
287,200 人民币普通股 287,200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博道久航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266,200 人民币普通股 266,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国投创新（北京）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和北京国

投协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2、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二、更正后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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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投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252,450,000 49.09 252,450,000 无 0 国有法人 

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 
152,550,000 29.67 152,550,000 无 0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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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创新（北京）投资基

金有限公司 
22,500,000 4.38 22,500,000 无 0 其他 

北京国投协力股权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22,500,000 4.38 22,500,000 无 0 其他 

惠渊博 2,395,813 0.4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城量化小盘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66,180 0.15 0 无 0 其他 

上海天倚道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天倚道－新赛

投资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750,000 0.15 0 无 0 其他 

肖伟强 588,700 0.1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石新华 525,700 0.1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高维庆 442,186 0.09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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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渊博 2,395,813 人民币普通股 2,395,81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城量化

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66,180 人民币普通股 766,180 

上海天倚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天倚道

－新赛投资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0,000 

肖伟强 588,700 人民币普通股 588,700 

石新华 525,700 人民币普通股 525,700 

高维庆 442,186 人民币普通股 442,186 

毛明土 342,696 人民币普通股 342,696 

陈彩仪 301,694 人民币普通股 301,694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金一五

零三组合 
287,200 人民币普通股 287,200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博道久航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266,200 人民币普通股 266,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国投创新（北京）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和北京国

投协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2、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正文其他内容不变。

更正后的《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正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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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就上述更正事项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今后公司将加强

信息披露的审核工作，避免类似问题出现，欢迎并感谢投资者对公司的经营和信

息披露工作进行持续监督。 

特此公告。 

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