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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555         证券简称：德昌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4 

 

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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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公司指定媒体上披露了《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经核查，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二、股东信息（一）

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需要

更正，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 

（一）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

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89,980,00

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黄裕昌 
境内自然

人 
46,285,296 

24.3

6 
46,285,296 无 0 

昌硕（宁波）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8,147,221 

20.0

8 
38,147,221 无 0 

张利英 
境内自然

人 
22,785,755 

11.9

9 
22,785,755 无 0 

黄轼 境内自然 11,390,741 6 11,390,741 无 0 



2 

人 

宁波和丰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5,342,747 2.81 5,342,747 无 0 

上海金浦国调并购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国有法人 5,342,747 2.81 5,342,747 无 0 

江阴毅达高新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国有法人 4,274,199 2.25 4,274,199 无 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其他 3,846,407 2.02 3,846,407 无 0 

华润元大基金－钟伟澜－

华润元大基金润心 11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3,000,000 1.58 3,000,000 无 0 

钱进 
境内自然

人 
2,137,096 1.12 2,137,096 无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3,846,407 人民币普通股 3,846,407 

华润元大基金－钟伟澜－

华润元大基金润心 11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科威特政府投资局－自有

资金 
929,360 人民币普通股 929,36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765,932 人民币普通股 765,932 

何雪萍 764,155 人民币普通股 764,15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环保主题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99,924 人民币普通股 699,924 

赵善芹 660,600 人民币普通股 660,6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599,955 人民币普通股 599,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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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长城竞争优势六个月

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银智能制造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551,155 人民币普通股 551,15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成长先锋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5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公司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如下：1、黄轼为黄裕昌、张利英

二人之子；2、昌硕（宁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系由黄裕昌、张

利英、黄轼分别持股 52%、28%和 20%；3、黄裕昌、张利英、

黄轼合计直接持有公司 42.35%的股权；间接持有公司 21.20%的

股权。 

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

限售股东参与融资融券及

转融通业务情况说明（如

有） 

不适用 

 

更正后： 

（一）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

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89,980,0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

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黄裕昌 境内自然人 
46,285,29

6 

24.3

6 
46,285,296 无 0 

昌硕（宁波）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8,147,22

1 

20.0

8 
38,147,221 无 0 

张利英 境内自然人 
22,785,75

5 

11.9

9 
22,785,755 无 0 

黄轼 境内自然人 
11,390,74

1 
6 11,390,741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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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和丰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5,342,747 2.81 5,342,747 无 0 

上海金浦国调并购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国有法人 5,342,747 2.81 5,342,747 无 0 

江阴毅达高新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国有法人 4,274,199 2.25 4,274,199 无 0 

钟格 其他 3,051,210 1.61 3,051,210 无 0 

华润元大基金－钟伟澜－

华润元大基金润心 11 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3,000,000 1.58 3,000,000 无 0 

钱进 境内自然人 2,137,096 1.12 2,137,096 无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钟格 3,051,210 人民币普通股 3,051,210 

华润元大基金－钟伟澜－

华润元大基金润心 11 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何雪萍 1,420,765 人民币普通股 1,420,765 

科威特政府投资局－自有

资金 
929,360 人民币普通股 929,36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环保主题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99,924 人民币普通股 699,924 

赵善芹 660,600 人民币普通股 660,600 

钟伟澜 600,509 人民币普通股 600,50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城竞争优势六个月

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599,955 人民币普通股 599,955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银智能制造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551,155 人民币普通股 551,15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成长先锋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5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公司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如下： 

1、 黄轼为黄裕昌、张利英二人之子； 

2、 昌硕（宁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系由黄裕昌、张利英、黄

轼分别持股 52%、28%和 20%； 

3、 黄裕昌、张利英、黄轼合计直接持有公司 42.35%的股权；

间接持有公司 21.20%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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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

售股东参与融资融券及转

融通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无限售股股东中，钟格持股总数 3,051,210 股，全部通

过其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3,051,210 股；何雪萍持股总数

1,420,765 股，其中：通过其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764,155 股，

通过其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656,610 股；钟伟澜持股总数

600,509 股，全部通过其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600,509 股。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 

的其他内容不变，更正后的 《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报

告》（修订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敬请投资者查阅。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文件的编制和审核工作力度，不断提高信息披露质

量，避免出现类似问题。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

解。 

 

特此公告。 

 

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