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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92                               证券简称：品渥食品                          公告编号：2021-024 

品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品渥食品 股票代码 30089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国辉 张慧玲 

办公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 652 号 10 号楼 308 室 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 652 号 10 号楼 308 室 

电话 021-51863006 021-51863006 

电子信箱 securities@pinlive.com securities@pinlive.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88,829,181.81 682,191,787.67 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4,255,468.97 67,281,451.17 -34.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30,543,437.46 63,545,797.28 -51.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21,707.45 74,256,449.21 -100.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 0.90 -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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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4 0.90 -5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5% 18.09% -14.0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510,675,048.17 1,368,571,758.27 10.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96,954,833.38 1,071,387,807.26 2.3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2,45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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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牧 境内自然人 45.00% 45,000,000 45,000,000   

吴柏赓 境内自然人 18.75% 18,750,000 18,750,000   

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熹利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25% 5,250,000 5,250,000   

宋奇峰 境内自然人 3.75% 3,750,000 3,750,000   

徐松莉 境内自然人 2.25% 2,250,000 2,250,00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东

方红睿满沪港

深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其他 1.00% 1,000,142    

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东

方红智远三年

持有期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0% 700,240    

广州天盈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天盈能胜一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52% 524,500    

刘晨 境内自然人 0.25% 254,237    

广州天盈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天盈精选私

募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20% 201,08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股东王牧、徐松莉系夫妻关系；公司股东王牧为公司股东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熹利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广州天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天盈能胜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27,0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9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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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24,500 股; 

股东刘晨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49,237 股，通过普

通证券账户持有 5,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54,237 股; 

股东苏州扬帆智盈投资有限公司－扬帆智盈史煜波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41,0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 141,000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品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938号）

同意注册，品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5,000,000股，并于2020年

9月2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75,000,000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100,000,000股，其中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为76,289,723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76.2897%，无流通限制及

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为23,710,277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3.7103%。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网下发行投资者均受限于如下

限售安排：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该部分于

2021年3月30日上市流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26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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