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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通集成电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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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通集成电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2019 年 8 月 28 日和 2019 年 10 月 29 日分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了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2019年半年度报告》、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因工作人员疏忽，在统计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时，将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也进行统计，导致公告部分内容

披露有误，经过全面核对后，公司现对相关内容进行更正如下： 

一、《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公司基本情况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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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予

以更正。 

更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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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36,364 人民币普通股 136,36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5,159 人民币普通股 115,159 

李海林 103,157 人民币普通股 103,157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03,132 人民币普通股 103,132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96,000 人民币普通股 96,00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90,592 人民币普通股 90,592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86,364 人民币普通股 86,364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85,500 人民币普通股 85,500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75,600 人民币普通股 75,600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75,429 人民币普通股 75,429 

更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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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5,159 人民币普通股 115,159 

李海林 103,157 人民币普通股 103,157 

周锦杰 22,492 人民币普通股 22,492 

黄颖芝 18,800 人民币普通股 18,800 

杨金萍 17,103 人民币普通股 17,103 

翁翔 11,062 人民币普通股 11,062 

马宝娣 7,900 人民币普通股 7,900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企

业年金计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4,920 人民币普通股 4,92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

年金计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4,920 人民币普通股 4,920 

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企业年金计

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690 人民币普通股 3,690 

二、《2019 年半年度报告》 “第六节 普通股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 二、股

东情况 （二）截止报告期末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应予以更正。 

更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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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宁娜 1,021,100 人民币普通股 1,021,100 

中国工商银行－华安中小盘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58,700 
人民币普通股 

558,7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

达澳银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483,488 

人民币普通股 

483,48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经济新动力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462,731 

人民币普通股 

462,731 

林胜伟 4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0,00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402,459 
人民币普通股 

402,45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江

源优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384,300 

人民币普通股 

384,3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

时互联网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372,800 

人民币普通股 

372,800 

王小可 357,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7,000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344,329 
人民币普通股 

344,329 

更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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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宁娜       1,021,100  人民币普通股 
      

1,021,100  

中国工商银行－华安中小盘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58,700  人民币普通股 

        

558,7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

达澳银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483,488  人民币普通股 
        

483,48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经济新动力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462,731  人民币普通股 
        

462,731  

林胜伟         4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江

源优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384,300  人民币普通股 
        

384,3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

时互联网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372,800  人民币普通股 
        

372,800  

王小可         357,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7,000  

魏其俊         259,700  人民币普通股 
        

259,7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安智能装备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253,331  人民币普通股 
        

253,331  

三、《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 “二、公司基本情况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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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予



以更正。 

更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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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214,464 
人民币普通股 

1,214,46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经济新动力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871,246 

人民币普通股 

871,246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797,328 
人民币普通股 

797,328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656,400 
人民币普通股 

656,40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655,800 
人民币普通股 

655,800 

高华－汇丰－GOLDMAN, SACHS & 

CO.LLC 

642,423 
人民币普通股 

642,42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成长30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544,015 

人民币普通股 

544,015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501,620 
人民币普通股 

501,62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安物联网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482,705 

人民币普通股 

482,705 

毕树真 4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70,000 

更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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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威  1,043,464  人民币普通股  1,043,46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经济新动力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871,246  

人民币普通股 

 871,246  

高华－汇丰－GOLDMAN, SACHS & 

CO.LLC 

 642,423  
人民币普通股 

 642,423  

王武  602,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2,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成长30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544,015  

人民币普通股 

 544,01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安物联网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482,705  

人民币普通股 

 482,705  

毕树真  4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70,000  

翟珺  422,500  人民币普通股  422,5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

通资管消费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340,086  

人民币普通股 

 340,08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

添富移动互联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332,300  

人民币普通股 

 332,300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其他内容不变，公司对因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

深表歉意。今后公司将加强定期报告编制过程中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博通集成电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8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