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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8月 18日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半

年度报告》（公告编号：2017-030）。由于工作人员疏忽，导致公告：第六节股份变

动及股东情况中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持有无限

售条件的普通股数量有误，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 

二、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17,91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参

见注 8） 

0 

持股 5%以上的普通股股东或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报告期末持有

的普通股数量 

报告期内

增减变动

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普通股数

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普通

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夏志生 境内自然人 24.09% 155,584,000 0 116,688,000 38,896,000   

夏鼎 境内自然人 21.00% 135,616,000 0 101,712,000 33,904,000 质押 52,600,000 

夏兰 境内自然人 10.22% 66,000,000 0 49,500,000 16,500,000   

王培飞 境内自然人 8.23% 53,146,701 0 39,860,026 13,286,675   

徐建龙 境内自然人 5.57% 35,983,144 0 26,987,358 8,995,786   

钟传良 境内自然人 5.21% 33,670,155 0 25,252,616 8,417,539   

全国社保基

金一一零组

合 

其他 1.22% 7,851,936  0 7,851,936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89% 5,717,920  0 5,717,920   

兴业银行股 其他 0.68% 4,378,119  0 4,37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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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 



份有限公司

－太平灵活

配置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

行－招商核

心价值混合

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54% 3,496,931  0 3,496,931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

配售新股成为前 10名普通

股股东的情况（如有）（参

见注 3）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夏志生与夏鼎、夏兰存在关联关系；夏志生、夏鼎、夏兰与王培飞、

徐建龙、钟传良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夏志生、夏鼎、夏

兰与王培飞、徐建龙、钟传良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

一致行动人；其余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夏志生 38,896,000 人民币普通股 38,896,000 

夏鼎 33,904,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904,000 

夏兰 16,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500,000 

王培飞 13,286,675 人民币普通股 13,286,675 

徐建龙 8,995,786 人民币普通股 8,995,786 

钟传良 8,417,539 人民币普通股 8,417,539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78,519,360 人民币普通股 78,519,36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5,717,920 人民币普通股 5,717,92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4,378,119 人民币普通股 4,378,119 

中国工商银行－招商核心

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96,931 人民币普通股 3,496,931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

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

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之间，夏志生与夏鼎、夏兰存在关联关系；

夏志生、夏鼎、夏兰与王培飞、徐建龙、钟传良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

一致行动人；夏志生、夏鼎、夏兰、王培飞、徐建龙、钟传良与其他前 10 名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其余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

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2）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

间，同（1）所述。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参见注 4） 

无 



更正后： 

二、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17,91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参

见注 8） 

0 

持股 5%以上的普通股股东或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报告期末持有

的普通股数量 

报告期

内增减

变动情

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普通股数

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普通

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夏志生 境内自然人 24.09% 155,584,000 0 116,688,000 38,896,000   

夏鼎 境内自然人 21.00% 135,616,000 0 101,712,000 33,904,000 质押 52,600,000 

夏兰 境内自然人 10.22% 66,000,000 0 49,500,000 16,500,000   

王培飞 境内自然人 8.23% 53,146,701 0 39,860,026 13,286,675   

徐建龙 境内自然人 5.57% 35,983,144 0 26,987,358 8,995,786   

钟传良 境内自然人 5.21% 33,670,155 0 25,252,616 8,417,539   

全国社保基

金一一零组

合 

其他 1.22% 7,851,936  0 7,851,936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89% 5,717,920  0 5,717,920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太平灵活

配置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68% 4,378,119  0 4,378,119   

中国工商银

行－招商核

心价值混合

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54% 3,496,931  0 3,496,931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

因配售新股成为前 10 名

普通股股东的情况（如

有）（参见注 3）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夏志生与夏鼎、夏兰存在关联关系；夏志生、夏鼎、夏兰与王培飞、

徐建龙、钟传良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夏志生、夏鼎、夏兰

与王培飞、徐建龙、钟传良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

行动人；其余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夏志生 38,896,000 人民币普通股 38,896,000 

夏鼎 33,904,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904,000 

夏兰 16,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500,000 

王培飞 13,286,675 人民币普通股 13,286,675 

徐建龙 8,995,786 人民币普通股 8,995,786 

钟传良 8,417,539 人民币普通股 8,417,539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

合 
78,519,36 人民币普通股 78,519,3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5,717,920 人民币普通股 5,717,92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灵活配置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378,119 人民币普通股 4,378,119 

中国工商银行－招商核

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3,496,931 人民币普通股 3,496,931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

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

东和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

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之间，夏志生与夏鼎、夏兰存在关联关系；夏

志生、夏鼎、夏兰与王培飞、徐建龙、钟传良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

行动人；夏志生、夏鼎、夏兰、王培飞、徐建龙、钟传良与其他前 10名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其余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

属于一致行动人。（2）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同（1）

所述。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

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参见注 4） 

无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中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

深表歉意，敬请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8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