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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更正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10

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2018年第三

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现对《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披

露的部分内容更正如下：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中的“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中，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由于笔误原因误填

为公司总股本408,548,455，报告期末正确的普通股股东总数应为

44,225。原表格为：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08,548,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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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第一汽车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67% 198,854,344 0   

长春净月潭建

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7.05% 28,785,379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06% 4,334,200 0   

吴建会 境内自然人 0.99% 4,057,200 3,042,900   

任明 境内自然人 0.59% 2,390,850 1,793,137   



黄伟雄 境内自然人 0.58% 2,358,000 0   

王邵程 境内自然人 0.32% 1,320,000 0   

谢春雨 境内自然人 0.30% 1,236,540 0   

尹路 境内自然人 0.26% 1,075,000 0   

李瑞晨 境内自然人 0.18% 750,867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98,854,344 人民币普通股 198,854,344 

长春净月潭建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28,785,379 人民币普通股 28,785,37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4,334,200 人民币普通股 4,334,200 

黄伟雄 2,358,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58,000 

王邵程 1,3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20,000 

谢春雨 1,236,540 人民币普通股 1,236,540 

尹路 1,0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75,000 

吴建会 1,014,300 人民币普通股 1,014,300 

李瑞晨 750,867 人民币普通股 750,867 

陈美华 737,400 人民币普通股 737,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与前 10 名中其他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

售条件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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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无限售条

件股东中未知有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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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更正为：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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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第一汽车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67% 198,854,344 0   

长春净月潭建

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7.05% 28,785,379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06% 4,334,200 0   

吴建会 境内自然人 0.99% 4,057,200 3,042,900   

任明 境内自然人 0.59% 2,390,850 1,793,137   



黄伟雄 境内自然人 0.58% 2,358,000 0   

王邵程 境内自然人 0.32% 1,320,000 0   

谢春雨 境内自然人 0.30% 1,236,540 0   

尹路 境内自然人 0.26% 1,075,000 0   

李瑞晨 境内自然人 0.18% 750,867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98,854,344 人民币普通股 198,854,344 

长春净月潭建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28,785,379 人民币普通股 28,785,37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4,334,200 人民币普通股 4,334,200 

黄伟雄 2,358,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58,000 

王邵程 1,3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20,000 

谢春雨 1,236,540 人民币普通股 1,236,540 

尹路 1,0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75,000 

吴建会 1,014,300 人民币普通股 1,014,300 

李瑞晨 750,867 人民币普通股 750,867 

陈美华 737,400 人民币普通股 737,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与前 10 名中其他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

售条件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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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无限售条

件股东中未知有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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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更正内容之外，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一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