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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67                           证券简称：周大生                             公告编号：2021-045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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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截至本披露日的公司总股本 1,096,223,401 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

户上已回购股份 2,602,705 股后的可参与分配的股本总额 1,093,620,69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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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大生 股票代码 002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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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小林 周晓达、荣欢 

办公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街道布心路 3033 号水

贝壹号 A 座 23 层 

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街道布心路3033号水贝

壹号 A 座 23 层 

电话 0755-61866669-8818 0755-61866669-8818 

电子信箱 szchowtaiseng@126.com szchowtaise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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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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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2,788,970,700.21 1,673,389,970.08 1,673,389,970.08 66.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09,936,715.12 330,547,964.93 330,547,964.93 84.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81,072,011.05 304,247,757.93 304,247,757.93 90.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1,547,311.20 326,696,176.40 326,696,176.40 -112.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6 0.45 0.30 8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6 0.45 0.30 8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70% 6.84% 6.84% 3.8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6,724,108,385.88 6,655,743,538.85 6,655,743,538.85 1.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576,350,921.49 5,385,676,479.86 5,385,676,479.86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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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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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周氏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5.56% 609,018,750 0 质押 98,122,500 

深圳市金大元

投资有限公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19% 78,833,142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33% 36,520,898 0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一组合 
其他 1.46% 15,979,491 0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富

国兴远优选 12

个月持有期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13% 12,402,675 0   

广发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社

保基金四二零

组合 

其他 0.98% 10,731,655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天惠精

选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0.91% 10,000,000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文体健

康股票型证券

其他 0.70% 7,644,57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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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基金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富

国美丽中国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55% 5,980,522 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富

国天合稳健优

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54% 5,890,57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宗文先生和周华珍女士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周氏投资 100%的股权，同时

周宗文先生持有公司股东金大元 80%的股权。公司控股股东周氏投资、股东金大元均受同

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周飞鸣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东金大元 20%的股权，周飞鸣是实际控制人

周宗文先生及周华珍女士之子。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控股股东周氏投资于 2020 年 7 月 24 日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60,000,000 股转入广发证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中，该部分股份的所有权未发生转移。2021 年 6 月 18 日，公

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该部分由 60,000,000 股调整为 90,0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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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8月28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引入省级代理模式的议案》，经过公司对省

级代理模式的充分研究及区域试点验证，为了应对当前行业竞争格局和终端消费形势变化，公司决定在当前经营模式的基础

之上，引入新的市场力量，开展省级代理模式。省级代理商承担相应的门店拓展目标任务，同时，由省级代理在本地设立区

域黄金展销配货服务中心，在符合公司管控要求的前提下完成约定经营业务目标任务。 

    省级代理模式下将加大对加盟商的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即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经评估符合标准的加盟客户，可视其风

险水平及履约能力给予一定的金融政策支持，同时省级代理需协同公司做好相应的风险管理控制。 

    省级代理模式的引入，将加速公司与加盟客户的进一步融合发展，充分提升供应链运营及公司资金周转效率，解决黄金

产品本地配货效率的瓶颈问题，有利于整合市场优质客户资源，激发渠道发展活力，加大拓店力度，优化门店布局，快速抢

占当地市场份额，强化周大生在目标市场的品牌拓展和渗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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