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262           证券简称：恩华药业           公告编号：2021-027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4月29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了《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21-025）

及《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经公司核查发现，由于工作人员疏忽，将本报告期末股东总

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中的数据误填为2020第一季度数据，现更正如下： 

一、更正事项的具体内容   

1、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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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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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相关数据

更正如下： 

更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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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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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恩华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4.74% 354,126,321  质押 119,500,000 

孙彭生 境内自然人 4.81% 49,012,038 36,759,028   

陈增良 境内自然人 3.92% 39,928,590 29,946,442   

付卿 境内自然人 3.92% 39,928,587 29,946,440   

杨自亮 境内自然人 3.68% 37,532,435 28,149,326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71% 27,582,375    

张旭 境内自然人 1.52% 15,520,200    

马武生 境内自然人 1.22% 12,442,708    

上海宽远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0.78% 8,000,035    

http://www.cninfo.com.cn/


－宽远价值进

取证券投资基

金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鹏华优选价

值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73% 7,42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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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恩华投资有限公司 354,126,321 人民币普通股 354,126,32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7,582,375 人民币普通股 27,582,375 

张旭 15,520,200 人民币普通股 15,520,200 

马武生 12,442,708 人民币普通股 12,442,708 

孙彭生 12,253,010 人民币普通股 12,253,010 

陈增良 9,982,148 人民币普通股 9,982,148 

付卿 9,982,147 人民币普通股 9,982,147 

杨自亮 9,383,109 人民币普通股 9,383,109 

上海宽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宽远价值进取证券投资基

金 

8,000,035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3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鹏华优选价值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7,426,700 人民币普通股 7,426,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孙彭生、付卿、陈增良及杨自亮合计持有徐州恩华投资有限公司 55.58%的

股权和本公司 16.33%的股权，直接和间接控制本公司 51.07%的股份，是本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018 年 4 月 12 日，孙彭生、付卿、陈增良及杨自亮四

人经过充分协商并统一意见后决定同意续签《一致行动协议》，该协议自签

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三年。孙彭生、付卿、陈增良及杨自亮四人以契

约的形式成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的情况。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张旭报告期末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20,200股外，还通过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5,100,000 股，实际合计持

有 15,520,200股，分别比报告期初减少 248,600股、1,530,000 股、1,778,600

股。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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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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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恩华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5.14% 354,126,321 0 质押 89,600,000 

孙彭生 境内自然人 4.88% 49,217,038 36,912,778   

陈增良 境内自然人 3.96% 39,928,590 29,946,442   

付卿 境内自然人 3.96% 39,928,587 29,946,440   

杨自亮 境内自然人 3.72% 37,532,435 28,149,326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94% 29,589,319 0   

张旭 境内自然人 1.72% 17,289,900 0   

马武生 境内自然人 1.23% 12,442,708 0   

李艳丽 境内自然人 0.84% 8,490,760 0   

摩根士丹利投

资管理公司－

摩根士丹利中

国 A股基金 

境外法人 0.68% 6,884,70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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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恩华投资有限公司 354,126,321 人民币普通股 354,126,32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9,589,319 人民币普通股 29,589,319 

张旭 17,289,900 人民币普通股 17,289,900 

马武生 12,442,708 人民币普通股 12,442,708 

孙彭生 12,304,260 人民币普通股 12,304,260 

陈增良 9,982,148 人民币普通股 9,982,148 

付卿 9,982,147 人民币普通股 9,982,147 

杨自亮 9,383,109 人民币普通股 9,383,109 

李艳丽 8,490,760 人民币普通股 8,490,760 

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

摩根士丹利中国 A股基金 
6,884,709 人民币普通股 6,884,70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孙彭生、付卿、陈增良及杨自亮合计持有徐州恩华投资有限公司 55.58%的

股权和本公司 16.52%的股权，直接和间接控制本公司 51.66%的股份，是本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018 年 4 月 12 日，孙彭生、付卿、陈增良及杨自亮四

人经过充分协商并统一意见后决定同意续签《一致行动协议》，该协议自签

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三年。孙彭生、付卿、陈增良及杨自亮四人以契

约的形式成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的情况。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张旭报告期末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659,900股外，还通过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6,630,000 股，实际合计持

有 17,289,900股，分别比报告期初减少 8,900 股、0 股、8,900 股。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二、其他说明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中的其他内容不变，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

告正文》（更新后）（公告编号：2021-028）及《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更新后）同日

发布于《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和

一季度报告使用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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