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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披露

了《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经事后审核发现，

因工作人员疏忽，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正文部分披露内容有误，现将有

关内容更正如下： 

一、《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之“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更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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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41,575,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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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康峰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2.55% 232,046,710  质押 162,870,000 

陆仁军 境内自然人 13.11% 57,884,066 43,413,049   

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上海国盛海

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9.96% 44,000,000    

马瑜骅 境内自然人 1.07% 4,703,080 3,527,310   

许国园 境内自然人 1.03% 4,555,400    

何耀忠 境内自然人 1.03% 4,552,200    

管金强 境内自然人 1.02% 4,495,279    

计吉平 境内自然人 0.77% 3,396,780    

仰欢贤 境内自然人 0.70% 3,075,000    

仰新贤 境内自然人 0.70% 3,07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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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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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康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32,046,710 人民币普通股 232,046,710 

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上海

国盛海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4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4,000,000 

陆仁军 14,471,017 人民币普通股 14,471,017 

许国园 4,555,400 人民币普通股 4,555,400 

何耀忠 4,552,200 人民币普通股 4,552,200 

管金强 4,495,279 人民币普通股 4,495,279 

计吉平 3,396,780 人民币普通股 3,396,780 

仰欢贤 3,0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75,000 

仰新贤 3,074,180 人民币普通股 3,074,180 

唐以波 2,770,900 人民币普通股 2,770,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陆仁军先生持有上海康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0%股权，且为本公司董事长。

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无 

更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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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8,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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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康峰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2.55% 232,046,710  质押 162,870,000 

陆仁军 境内自然人 13.11% 57,884,066 43,413,049   

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上海国盛海

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9.96% 44,000,000    

马瑜骅 境内自然人 1.07% 4,703,080 3,527,310   

许国园 境内自然人 1.03% 4,555,400    

何耀忠 境内自然人 1.03% 4,552,200    

管金强 境内自然人 1.02% 4,495,279    

计吉平 境内自然人 0.77% 3,396,780    

仰欢贤 境内自然人 0.70% 3,075,000    

仰新贤 境内自然人 0.70% 3,07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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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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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 数量 

上海康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32,046,710 人民币普通股 232,046,710 

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国盛海通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4,000,000 

陆仁军 14,471,017 人民币普通股 14,471,017 

许国园 4,555,400 人民币普通股 4,555,400 

何耀忠 4,552,200 人民币普通股 4,552,200 

管金强 4,495,279 人民币普通股 4,495,279 

计吉平 3,396,780 人民币普通股 3,396,780 

仰欢贤 3,0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75,000 

仰新贤 3,074,180 人民币普通股 3,074,180 

唐以波 2,770,900 人民币普通股 2,770,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陆仁军先生持有上海康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0%股权，且为本公司董事长，马瑜骅先

生为本公司现任董事。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也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前 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二、《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第三节、

重要事项”之“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

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更正前： 

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

期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陆仁军、

蒋陆峰 

关于同业

竞争、关联

交易、资金

占用方面

的承诺 

“就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及其

控制的企业之间将来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

生的关联交易事项，本人承诺将遵循或促使本人

控制的企业遵循市场交易的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按照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并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

2014 年

12月 25

日 

长期

有效 
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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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人

保证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通过与上市

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的关联交易取得任何不正当

的利益或使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承担任何不

正当的义务。本承诺函在上市公司合法有效存续

且本人作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持续有效。”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更正后： 

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

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原披露的其他内容不变。本次更正后的《2021 年

第一季度报告》及《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将同时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

述更正不涉及财务数据的变动，不会对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造成影响。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公司将进一步加强

信息披露事前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