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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铜业（山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补充更正公告 

 

 

北方铜业（山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1 年年度报告》及《2021 年年度报告

摘要》。经事后核查，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部分数据内容填报出现疏漏，现予以补

充更正如下： 

一、《2021 年年度报告》“第二节、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之“六、主要会

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更正前：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4.02% 20.54% 21.45% 2.57% -11.45% - 

更正后：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9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4.02% 20.54% 21.45% 2.57% -11.45% 6.36% 

二、“第七节、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之“三、1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更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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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0,46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上一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2,041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参

见注 8）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参

见注 8）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140,970,768 人民币普通股 140,970,768 

西安高科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29,021,400 人民币普通股 29,021,400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5,940,902 人民币普通股 5,940,902 

山西焦煤金融资本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4,463,522 人民币普通股 4,463,522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3,804,660 人民币普通股 3,804,660 

缪秉安 3,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800,000 

余川闽 3,699,600 人民币普通股 3,699,60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3,267,494 人民币普通股 3,267,494 

谭永开 3,126,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26,000 

沈木泉 3,024,200 人民币普通股 3,024,200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

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

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

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国有法人股股东中条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从公开披露资料了解

到，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参见注 4） 

无 

更正后：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0,46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上一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2,041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参

见注 8）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

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参见注 8）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140,970,768 人民币普通股 140,970,768 

西安高科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29,021,400 人民币普通股 29,021,400 

叶嘉琪 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0 

山西焦煤金融资本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4,463,522 人民币普通股 4,463,522 

缪秉安 3,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800,000 

余川闽 3,699,600 人民币普通股 3,699,600 

谭永开 3,126,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26,000 

沈木泉 3,024,200 人民币普通股 3,024,200 

叶金珠 2,632,500 人民币普通股 2,632,500 

李莲子 2,349,640 人民币普通股 2,349,640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

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

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山西焦煤金融资本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构成关联关系，但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从公

开披露资料了解到，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流通

股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参

见注 4） 

无 

三、《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二、公司基本情况”之“3、（1）近三年主要会计

数据及财务指标” 

更正前：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4.02% 20.54% 21.45% 2.57% -11.45% - 

更正后：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9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4.02% 20.54% 21.45% 2.57% -11.45% 6.36% 



除上述更正内容之外，公司《2021 年年度报告》、《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全文

不存在其他需要补充或更正的内容，上述更正不会对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造成影响。更正后的《2021年年度报告（更正后）》及《2021 年年度报告

摘要（更正后）》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述因工作人员疏忽和不

严谨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公司今后将加强对相关工作人员的培训，

提高业务水平，并加强在定期报告编制过程中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敬

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北方铜业（山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