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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3030                证券简称：祖名股份                公告编号：2022-031 

祖名豆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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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名股份 股票代码 00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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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锋 李建刚、刘晓帆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陵路 77号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陵路 77号 

电话 0571-86687900 0571-86687900 

电子信箱 zumingzqb@chinazuming.cn zumingzqb@chinazum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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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727,035,926.41 617,554,762.21 17.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132,723.55 31,523,382.65 -26.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21,963,651.61 30,922,330.28 -2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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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094,168.62 36,338,730.43 -30.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25 -24.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25 -24.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6% 3.15%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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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7,310,596.09 1,693,385,300.92 -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20,615,909.79 1,016,200,186.24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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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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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祖明 
境内自然

人 
24.08% 30,045,400.00 30,045,400.00   

杭州纤品

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4.14% 17,650,000.00 17,650,000.00   

蔡水埼 
境内自然

人 
9.79% 12,211,200.00 12,211,200.00   

王茶英 
境内自然

人 
7.34% 9,158,400.00 9,158,400.00   

上海筑景

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其他 7.07% 8,820,000.00 0.00   

沈勇 
境内自然

人 
5.11% 6,380,500.00 4,785,375.00 质押 

3,900,000

.00 

张志祥 
境内自然

人 
3.79% 4,733,350.00 0.00   

许海培 
境内自然

人 
0.54% 673,916.00 0.00   

余罗芳 
境内自然

人 
0.53% 660,000.00 0.00   

谢德兴 
境内自然

人 
0.44% 547,200.00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蔡祖明与王茶英是夫妻关系，蔡水埼为蔡祖明与王茶英之子，蔡祖明、王茶英、蔡水埼为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杭州纤品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周妤俊对上海筑景的出资占上海筑景

实缴出资的 21.25%；周妤俊与沈勇为夫妻关系；张志祥对上海筑景的出资占上海筑景实缴出

资的 25.00%。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许海培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03,829 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份 470,087 股；股东余罗芳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96,800 股，通过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6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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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名豆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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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扬州祖名为了满足市场增

长需求及遵照政府的产业区域规划，拟向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府申请新的工业用地建设厂房并迁址。本次迁建计划总

投资 3.3 亿元，为顺利完成迁建工作，公司将通过现金方式对扬州祖名增资 12,812 万元，增资后扬州祖名的注册资本增

至 16,5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祖名豆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

全资子公司增资并迁建厂房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5）。2021 年 7 月 20 日杨州祖名完成增资的工商变更，2021

年 9 月与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扬子津街道办事处签订了《搬迁补偿协议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7月 22 日、

2021 年 9 月 3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祖名豆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并迁建厂房事项的进

展公告》。截止报本报告末，该迁建项目正在建设中。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在武汉江夏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辖区内投资豆制品生产基地建

设项目，项目总投资 3 亿元，主要建设内容为生产厂房、办公楼及附属配套建设，主要产品为生鲜豆制品、植物蛋白饮

品、休闲豆制品及其他类豆制品。届时公司将在武汉江夏经济开发区成立全资子公司或者控股子公司以实施本项

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祖名豆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项目投资

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6）。实施该项目的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祖名已于 2022 年 4 月 11 日完成工商设

立登记，注册资本为 1 亿元，其中公司股权占比 51%。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

露的《祖名豆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汉投资项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08）。截止报本报告末，该自建项

目正在前期筹备中。 

 

 

祖名豆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蔡祖明 

2022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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