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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帝龙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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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帝龙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 2017年 4月 28日披露了

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报告全文及正文中“第二节、二、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之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股东姜祖功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及“第三节、四、对 2017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

计”存在错误，现将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更正前披露内容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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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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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海峰 境内自然人 15.32% 130,436,363 130,436,363 质押 20,000,000 

浙江帝龙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50% 97,900,000 0 质押 12,700,000 

爱新觉罗肇珊 境内自然人 7.05% 60,066,666 60,066,666   

姜飞雄 境内自然人 4.34% 36,984,600 27,738,450   

天津紫田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6% 36,298,863 34,386,363 质押 34,386,363 

杭州哲信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7% 29,535,353 29,535,353   



姜祖功 境内自然人 3.45% 29,400,000 29,400,000   

苏州聚力互盈投

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1% 28,195,959 28,195,959 质押 28,190,000 

姜筱雯 境内自然人 3.05% 26,000,000    

姜超阳 境内自然人 3.05% 2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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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帝龙控股有限公司 97,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7,900,000 

姜筱雯 2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00,000 

姜超阳 2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00,000 

姜祖功 14,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700,000 

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1,004,559 人民币普通股 11,004,559 

姜飞雄 9,246,150 人民币普通股 9,246,15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投瑞

银锐意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8,621,403 人民币普通股 8,621,403 

杜辉雯 5,265,028 人民币普通股 5,265,02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实事件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961,061 人民币普通股 4,961,061 

东吴基金－农业银行－东吴鼎鑫

6019 号－世真 5 号分级资产管理

计划 

4,092,838 人民币普通股 4,092,83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浙江帝龙控股有限公司、姜飞雄、姜祖功、

姜筱雯、姜超阳及公司股东姜丽琴为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1,004,559 股，

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1,004,559 股；股东杜辉雯通过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5,265,028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5,265,028 股。 

四、对 2017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

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幅度 
30.00% 至 80.00%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14,085.68 至 19,503.25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万元） 
10,835.1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总体经营持续保持良好的发展趋势，预计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30%-80%。    

因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全资子公司美生元经

营业绩从 2016 年 5 月起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因此上

年同期净利润基数增大，故公司 2 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幅度小于 1 季度增长幅度。 

 

更正后披露内容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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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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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海峰 境内自然人 15.32% 130,436,363 130,436,363 质押 20,000,000 

浙江帝龙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50% 97,900,000 0 质押 12,700,000 

爱新觉罗肇珊 境内自然人 7.05% 60,066,666 60,066,666   

姜飞雄 境内自然人 4.34% 36,984,600 27,738,450   

天津紫田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6% 36,298,863 34,386,363 质押 34,386,363 

杭州哲信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7% 29,535,353 29,535,353   

姜祖功 境内自然人 3.45% 29,400,000 14,700,000   

苏州聚力互盈投

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1% 28,195,959 28,195,959 质押 28,190,000 

姜筱雯 境内自然人 3.05% 26,000,000    

姜超阳 境内自然人 3.05% 2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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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帝龙控股有限公司 97,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7,900,000 



姜筱雯 2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00,000 

姜超阳 2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00,000 

姜祖功 14,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700,000 

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1,004,559 人民币普通股 11,004,559 

姜飞雄 9,246,150 人民币普通股 9,246,15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投瑞

银锐意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8,621,403 人民币普通股 8,621,403 

杜辉雯 5,265,028 人民币普通股 5,265,02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实事件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961,061 人民币普通股 4,961,061 

东吴基金－农业银行－东吴鼎鑫

6019 号－世真 5 号分级资产管理

计划 

4,092,838 人民币普通股 4,092,83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浙江帝龙控股有限公司、姜飞雄、姜祖功、

姜筱雯、姜超阳及公司股东姜丽琴为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1,004,559 股，

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1,004,559 股；股东杜辉雯通过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5,265,028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5,265,028 股。 

四、对 2017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

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幅度 
85.00% 至 135.00%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20,045.01 至 25,462.58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万元） 
10,835.1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总体经营持续保持良好的发展趋势，预计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85%-135%。    

因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全资子公司美生元经

营业绩从 2016 年 5 月起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因此上

年同期净利润基数增大，故公司 2 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幅度小于 1 季度增长幅度。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中其他内容不变。

上述更正不会对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影响。现将更



正后的《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在公司指定媒体上予以更新。更正后

的内容参见同日巨潮资讯网。  

公司对此更正事项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公司今后将进一步强

化信息披露事前核对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浙江帝龙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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