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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于2018年10月26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2018年三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18-051）、

《2018年三季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2018-052），因近日收到江阴市长达钢

铁有限公司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上述公告中有一处需要补充更正，具体

情况如下： 

更正前： 

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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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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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阴长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36% 77,023,750 75,743,750 质押 75,743,750 

江阴新锦南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29% 75,743,750 75,743,750   

江苏省华贸进出口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26% 75,368,750 75,368,750 质押 74,868,750 

江阴市长达钢铁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25% 75,112,960 75,112,960 质押 75,112,960 

江阴市华发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93% 69,379,250 69,379,250 质押 69,379,250 

江阴市爱衣思团绒毛纺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45% 60,902,415 60,902,415 质押 53,700,000 



江阴市振宏印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41% 60,223,110 60,223,110 质押 60,111,555 

海澜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28% 58,019,503 58,019,503   

无锡市嘉亿商贸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20% 56,528,737 56,528,737   

江阴法尔胜钢铁制品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58% 45,684,355 45,684,355 质押 45,684,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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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010,800 人民币普通股 8,010,800 

徐友才 7,557,705 人民币普通股 7,557,705 

曹万清 6,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750,000 

姚静洁 6,249,049 人民币普通股 6,249,049 

赵桂英 5,445,000 人民币普通股 5,445,000 

谢玉娣 4,769,138 人民币普通股 4,769,138 

孙志华 4,769,138 人民币普通股 4,769,138 

杨志刚 4,769,138 人民币普通股 4,769,138 

薛建良 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 

徐文渊 3,830,838 人民币普通股 3,830,83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以上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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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更正后： 

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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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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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阴长江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36% 77,023,750 75,743,750 质押 75,743,750 

江阴新锦南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29% 75,743,750 75,743,750   

江苏省华贸进出口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26% 75,368,750 75,368,750 质押 74,868,750 



江阴市长达钢铁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25% 75,112,960 75,112,960 质押 75,112,960 

江阴市华发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93% 69,379,250 69,379,250 质押 69,379,250 

江阴市爱衣思团绒毛纺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45% 60,902,415 60,902,415 质押 53,700,000 

江阴市振宏印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41% 60,223,110 60,223,110 质押 60,111,555 

海澜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28% 58,019,503 58,019,503   

无锡市嘉亿商贸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20% 56,528,737 56,528,737   

江阴法尔胜钢铁制品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8% 45,684,355 45,684,355 质押 45,684,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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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010,800 人民币普通股 8,010,800 

徐友才 7,557,705 人民币普通股 7,557,705 

曹万清 6,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750,000 

姚静洁 6,249,049 人民币普通股 6,249,049 

赵桂英 5,445,000 人民币普通股 5,445,000 

谢玉娣 4,769,138 人民币普通股 4,769,138 

孙志华 4,769,138 人民币普通股 4,769,138 

杨志刚 4,769,138 人民币普通股 4,769,138 

薛建良 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 

徐文渊 3,830,838 人民币普通股 3,830,83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李洪耀持有江阴市长达钢铁有限公司 45%的股权，鉴于

李洪耀之妻范素月与李洪耀之姐李红玉合计持有无锡

市嘉亿商贸有限公司 66%的股权，根据《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江阴市长达钢铁有限公司与无锡市

嘉亿商贸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无 

除上述内容外，其他内容保持不变，因本次更正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本行

特向广大投资者表示诚挚的歉意。 

特此公告。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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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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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