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券代码：600137    股票简称：浪莎股份           编号：临 2013-020 

 

 

四川浪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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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浪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8月20日 在

《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上披露了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半

年报事后审核反馈意见，对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进行了修订。现将

有关更正事项公告如下：  

1、半年报全文 “第四节 董事会报告„ 一、董事会关于公司报

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一）主营业务分析 „ 1、财务报

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中财务费用变动比例更正前为：975.05%，

更正后为：-975.05%。 半年报全文 “第八节 财务报告„十四、补

充资料 „（三）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异常情况及原因的说明”中

财务费用变动比例更正前为：975.05%，更正后为：-975.05%。同样，

半年报摘要“3.4主营业务分析„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中

财务费用变动比例更正前为：975.05%，更正后为：-975.05%。 

2、半年报全文 “第六节 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二、股东情况„

（一）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中，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结算登记有限责

任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披露的前十名股东中包括了证券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更正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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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4,23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总数 
报告期内
增减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浪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2.68 41,495,355 0 0 质押 41,49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其        他 3.61 3,509,108 0 0 无  
 

徐开东 境内自然人 2.16 2,100,000 2,100,000 0 无  
 

薄振年 境内自然人 1.59 1,549,879 1,549,879 0 无  
 

史志强 境内自然人 1.36 1,322,000 1,322,000 0 无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1 1,079,477 0 0 无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其       他 0.44 425,254 124,948 0 无  
 

孙贻勇 境内自然人 0.41 394,413 57,791 0 无  
 

郑修元 境内自然人 0.33 318,800 -164,500 0 无  
 

广汉市佳德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9 282,000 0 0 无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浪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1,495,355 人民币普通股 41,495,355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3,509,108 人民币普通股 3,509,108 
 

徐开东 2,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00,000 
 

薄振年 1,549,879 人民币普通股 1,549,879 
 

史志强 1,32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22,000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79,477 人民币普通股 1,079,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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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425,254 人民币普通股 425,254 
 

孙贻勇 394,413 人民币普通股 394,413 
 

郑修元 318,800 人民币普通股 318,800 
 

广汉市佳德实业有限公司 282,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2,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与公司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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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对 2013 年半年度报告前十名股东中的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明细进行了查询。根据相关信息披露业务规定，公司对

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分拆计算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排

名情况更正如下：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4,23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总数 
报告期内
增减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浪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2.68 41,495,355 0 0 质押 41,49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其        他 3.61 3,509,108 0 0 无  
 

徐开东 境内自然人 2.16 2,100,000 2,100,000 0 无  
 

薄振年 境内自然人 1.59 1,549,879 1,549,879 0 无  
 

史志强 境内自然人 1.36 1,322,000 1,322,000 0 无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1 1,079,477 0 0 无  
 

孙贻勇 境内自然人 0.41 394,413 57,791 0 无  
 

郑修元 境内自然人 0.33 318,800 -164,500 0 无  
 

广汉市佳德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9 282,000 0 0 无  
 

王珊 境内自然人 0.29 281,162 281,162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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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浪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1,495,355 人民币普通股 41,495,355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3,509,108 人民币普通股 3,509,108 
 

徐开东 2,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00,000 
 

薄振年 1,549,879 人民币普通股 1,549,879 
 

史志强 1,32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22,000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79,477 人民币普通股 1,079,477 
 

孙贻勇 394,413 人民币普通股 394,413 
 

郑修元 318,800 人民币普通股 318,800 
 

广汉市佳德实业有限公司 282,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2,000 
 

王珊 281,162 人民币普通股 281,16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与公司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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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201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2.2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按上述更

正情况作出相应调整。  

3、公司根据上述更正内容，修订了 2013 年半年报全文及摘要。

更正对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没有实质影响。除上述更正内

容外，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其他内容不变，修订后的 2013 年半年

报全文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若由此给投资者造成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四川浪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 年 8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