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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40                           证券简称：水羊股份                           公告编号：2021-069 

水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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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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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羊股份 股票代码 30074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御家汇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小瑾 欧丹青 

办公地址 
长沙高新开发区岳麓西大道 588 号芯城科

技园 9 栋 

长沙高新开发区岳麓西大道 588 号芯城科

技园 9 栋 

电话 0731-85238868 0731-85238868 

电子信箱 ir@syounggroup.com ir@syounggro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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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9,057,970.91 1,414,308,868.94 49.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8,938,749.99 33,628,404.31 16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78,694,139.53 31,592,557.14 149.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8,585,390.65 -94,945,519.98 256.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16 0.0876 16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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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16 0.0876 164.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31% 2.72% 增加 3.59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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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164,950.63 2,172,512,088.04 1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64,032,448.54 1,353,305,678.69 8.1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0,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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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御家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33% 95,904,214 0 质押 3,000,000 

长沙汀汀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83% 44,523,000 0   

戴跃锋 境内自然人 9.39% 38,586,611 28,939,958 质押 27,324,993 

长沙御投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13% 16,991,115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44% 14,123,332 0   

刘海浪 境内自然人 1.23% 5,051,454 0   

前海股权投资

基金（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6% 4,787,000 0   

长沙御投叁号

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2% 3,387,715 0   

上海津圆资产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津圆资产殷富

家族财富管理

基金 

其他 0.76% 3,134,776 0   

上海汐泰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汐泰东升 3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67% 2,768,15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戴跃锋先生与湖南御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御

家投资”）、长沙汀汀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汀汀咨询”）为一致行

动关系，戴跃锋先生通过直接及间接共持有御家投资 96.09%的股权（戴跃锋先生配偶覃瑶

莹女士通过直接及间接共持有御家投资 3.91%的股权），戴跃锋先生持有汀汀咨询 96.5%的

财产份额，御家投资持有汀汀咨询 3.5%的财产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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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公司股东上海津圆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津圆资产殷富家族财富管理基金

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055,876 股外，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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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9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134,776 股。 

2、公司股东上海汐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汐泰东升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除通过普通证

券账户持有 527,000 股外，还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241,15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768,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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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工作、经营情况及重要事项等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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