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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石亚洲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金石亚洲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

公司《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2020-011），由于工作人员疏忽将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误录入“公司总股本数”，现对上述内容予以更正，

具体如下： 

更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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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01,743,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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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蒯一希 境内自然人 16.63% 66,793,680 50,095,260   

高雅萍 境内自然人 12.81% 51,452,820 0   

王玉连 境内自然人 4.85% 19,500,633 19,500,633   

杨晓东 境内自然人 4.55% 18,281,844 18,281,844   

谢世煌 境内自然人 4.00% 16,072,789 16,072,789   

楼金 境内自然人 3.64% 14,638,327 14,638,327   

浙江迪耳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3% 14,564,367 14,564,367   

傅海鹰 境内自然人 2.09% 8,377,960 6,283,470   



林强 境内自然人 2.08% 8,351,880 6,263,910   

海南亚东南

工贸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3% 8,155,544 8,155,544 质押 8,155,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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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雅萍 51,452,820 
人民币普通

股 
51,452,820 

蒯一希 16,698,420 
人民币普通

股 
16,698,420 

袁旭东 5,569,798 
人民币普通

股 
5,569,798 

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5,507,150 
人民币普通

股 
5,507,150 

骆志霞 4,905,000 
人民币普通

股 
4,905,000 

智若愚 4,885,000 
人民币普通

股 
4,885,000 

陈绍江 4,573,520 
人民币普通

股 
4,573,520 

姬昱川 4,549,520 
人民币普通

股 
4,549,520 

沈祥龙 2,660,760 
人民币普通

股 
2,660,760 

高淑英 2,311,760 
人民币普通

股 
2,311,7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陈绍江和骆志霞是夫妻关系，合计持股 9,478,520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2.36%。除此之外，未发现上述股东之间

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股东智若愚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持有公司

3,885,000 股外，还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

1,000,000 股;股东高淑英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持

有公司 2,291,460 股外，还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

20,300 股。 

 

更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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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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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蒯一希 境内自然人 16.63% 66,793,680 50,095,260   

高雅萍 境内自然人 12.81% 51,452,820 0   

王玉连 境内自然人 4.85% 19,500,633 19,500,633   

杨晓东 境内自然人 4.55% 18,281,844 18,281,844   

谢世煌 境内自然人 4.00% 16,072,789 16,072,789   

楼金 境内自然人 3.64% 14,638,327 14,638,327   

浙江迪耳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3% 14,564,367 14,564,367   

傅海鹰 境内自然人 2.09% 8,377,960 6,283,470   

林强 境内自然人 2.08% 8,351,880 6,263,910   

海南亚东南

工贸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3% 8,155,544 8,155,544 质押 8,155,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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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雅萍 51,452,820 
人民币普通

股 
51,452,820 

蒯一希 16,698,420 
人民币普通

股 
16,698,420 

袁旭东 5,569,798 
人民币普通

股 
5,569,798 

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5,507,150 
人民币普通

股 
5,507,150 

骆志霞 4,905,000 
人民币普通

股 
4,905,000 

智若愚 4,885,000 
人民币普通

股 
4,885,000 

陈绍江 4,573,520 
人民币普通

股 
4,573,520 

姬昱川 4,549,520 
人民币普通

股 
4,549,520 

沈祥龙 2,660,760 
人民币普通

股 
2,660,760 

高淑英 2,311,760 
人民币普通

股 
2,311,7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陈绍江和骆志霞是夫妻关系，合计持股 9,478,520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2.36%。除此之外，未发现上述股东之间

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股东智若愚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持有公司

3,885,000 股外，还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 1,000,000

股；股东高淑英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持有公司

2,291,460 股外，还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 20,300

股。 

除以上更正内容外，其他公告内容不变。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

表歉意。 

特此更正。 

 

四川金石亚洲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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