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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67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2021-140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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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人神 股票代码 002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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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双胜 沈娜 

办公地址 
湖南省株洲市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栗雨工业园 

湖南省株洲市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栗雨工业园 

电话 0731-28591247 0731-28591247 

电子信箱 sss@trsgroup.cn sn-fz@trsgroup.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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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833,701,259.42 7,895,610,439.24 37.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75,770,035.26 431,726,963.55 -59.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95,776,386.09 420,242,370.08 -53.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00,455,960.72 334,455,930.82 -69.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55 0.5161 -69.8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55 0.5161 -69.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3% 12.89%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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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95,728,165.37 10,280,076,176.12 4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857,433,124.79 5,337,000,309.95 28.4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7,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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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湖南唐人神

控股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35% 124,779,910 0 质押 97,000,000 

大生行饲料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8.13% 98,106,200 0   

湖南省财信

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6.13% 73,954,400 0   

广东恒健国

际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79% 33,674,963 33,674,963   

龙秋华 境内自然人 2.15% 25,875,930 19,408,672   

深圳德威资

本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德威资本云

源 2 号私募

其他 2.06% 24,890,190 24,89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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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基

金 

广州市玄元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玄

元元定 13 号

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34% 16,105,417 16,105,417   

李玲 境内自然人 1.21% 14,641,288 14,641,288   

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15% 13,909,223 13,909,223   

株洲市国有

资产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09% 13,177,159 13,177,15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因表决权委托而成为

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1、刘志兵与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将所持公司 4,920,900 

股股份转入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中，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刘志兵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2,578,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4%。 

2、龙灏与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将所持公司 8,670,000 股 

股份转入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中，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龙灏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8,670,17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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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三、重要事项 

1、公司于2021年4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的预

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74），控股股东唐人神控股计划在公告披露之日起的15个交

易日后的6个月内，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参与股份数量不超过 24,000,000 股（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 1,206,017,542 股的 2%），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参与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 1%，参与该业务股份的所有权不发生转移。截至2021年6月30日，唐人神控股此次累计

出借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206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 

2、公司于2021年4月2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64），公司于2021年4月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

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 2018 年 12 月 7 日发布的新租赁准

则的规定执行。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

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

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3、公司于2021年1月4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的预

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01），控股股东唐人神控股计划在公告披露之日起的15个交

易日后的6个月内，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参与股份数量不超过 9,790,775 股（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 979,077,582 股的 1%）。 

唐人神控股于2021年1月26日参与转融通出借业务（出借股份所有权未发生转移），自2021

年1月26日至2021年2月5日期间，累计出借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979 万股（占公司目

前总股本的 0.81%），截至2021年7月8日，累计到期收回979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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