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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21                          证券简称：西安饮食                   公告编号：2022—033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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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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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饮食 股票代码 00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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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蕾 同琴 

办公地址 
西安市曲江新区西影路 508 号西影大

厦 7 层 

西安市曲江新区西影路 508 号西影大

厦 7 层 

电话 029-82065865 029-82065865 

电子信箱 897481583@qq.com xalydb@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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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236,482,287.75 255,069,605.64 -7.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6,149,438.26 -61,780,447.83 -55.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99,868,093.67 -64,960,937.99 -5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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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726,774.60 -12,776,321.83 -70.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79 -0.1238 -35.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79 -0.1238 -35.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16% -10.36%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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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1,118,389.22 1,559,240,437.76 3.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61,999,430.58 458,689,600.56 4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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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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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旅游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1.34% 179,858,388 74,858,388   

西安维德

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65% 26,681,250 26,681,250 质押、冻结 26,681,250 

西安龙基

工程建设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26% 24,425,100 24,425,100 质押、冻结 24,425,100 

西安米高

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7% 12,452,100 8,192,850 质押、冻结 8,192,850 

西安皇城

医院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8% 4,497,899    

施玉庆 境内自然人 0.38% 2,164,100    

崔志梅 境内自然人 0.28% 1,600,000    

孟贺禄 境内自然人 0.26% 1,500,000    

UBS  AG 境外法人 0.22% 1,269,681    

尤嘉琳 境内自然人 0.21% 1,182,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因西安维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西安龙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西安米

高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 26,681,250股、24,425,100股、

8,192,850股分别质押给了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在质押期间，上述股份予以冻结。且上述三家公

司分别将前述质押股份的表决权授予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授权期限至前述质押股

份过户至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之日止。因而，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西

安维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西安龙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西安米高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仅

限处于质押状态的 8,192,850股股权）构成《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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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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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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2020 年，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Ａ

股股票事项，且该事项已获得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同意的批复。申报材料已被中国证监会受理，并完成一次反馈意

见回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8月 29日、2020 年 9 月 23日、2020年 9月 29日、2020年 11月 6日、2020年

12 月 7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2021 年 7 月 21日，鉴于资本市场环境变化，并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发展规划等诸多因素，经审慎决策，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调整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7月 22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2021 年 8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作了二次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1 年 8月 6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2021 年 8 月 16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得审核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月 1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2021 年 9 月 27日、2021年 10月 1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及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宜的有效期自

前次有效期到期之日起均延长 12 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9月 28日、2021年 10 月 16日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2022 年 1 月 11日、2022年 1月 26日，公司分别发布《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和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报告书》等相关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公司已圆满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 

 

 

               法定代表人：靳文平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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