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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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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3、公司负责人周斌全、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韦永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杨娅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4、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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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7,630,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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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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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涪陵榨菜 股票代码 002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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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永生 谢正锦

办公地址 重庆市江北区江北嘴国金中心T1写字楼32楼6号 重庆市江北区江北嘴国金中心T1写字楼32楼6号

电话 023-67085557 023-67085557

电子信箱 weiys@flzc.com xiezj@flz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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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6,737,417.09 1,197,573,701.61 12.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6,173,763.47 404,357,038.26 -6.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373,046,945.66 394,441,751.75 -5.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7,490,980.14 465,710,618.09 -44.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7 0.51 -7.8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7 0.51 -7.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45% 13.16%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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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70,441,435.84 3,969,611,914.85 93.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070,180,824.71 3,411,459,905.45 107.25%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887,630,022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支付的优先股股利 0.00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4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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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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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26% 312,998,4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98% 35,317,416 0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66% 23,623,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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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17,601,125 2,977,96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鼎

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其他 0.90% 7,977,855 2,977,963

周斌全 境内自然人 0.89% 7,932,856 5,949,642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稳健增长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87% 7,742,703 7,742,703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其他 0.86% 7,600,000 0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景林全

球基金

其他 0.78% 6,881,281 2,977,96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

核心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1% 6,277,574 1,882,07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不适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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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明确榨菜价值，做热乌江品牌” 、“城市精准营销，重

塑渠道结构”的战略方针，积极采取多种措施，始终紧扣品牌建设、销售管理改造、产

能技术改造、 原料基础建设、 人才队伍建设和管理风险控制等核心业务主线砥砺奋

进。公司巩固并优化了城市精准化营销管理模式；新成立了重庆分部、原料营运分部、

成本控制部，初步形成了消费者营运、生产制造、销售、原料营运四大中心；空中央视

硬广投放，地面梯媒品牌传播，互联网专题公关及全球KOL种草有序开展，同时地面

MINI体验站、标准化陈列等联合行动。 2020年非公开发行顺利完成，“乌江涪陵榨菜

绿色智能化生产基地” 建设相关筹备工作按计划进度推进。 东北泡菜基地项目生产

线全部设备已安装完毕，进入联线调试运行阶段。 同时，公司上半年在营销、生产、管

理三大方面主要进行了如下工作：

（一）大营销方面，进一步巩固并优化以城市为基础的精准化营销管理模式，长

渠道大批发营销模式向扁平化直控终端营销模式转变，积极拥抱社区团购、生鲜等新

兴渠道实现公司产品的销售，最大化实现渠道创新做透、下沉。在品牌传播中发力，充

分依靠“央视硬广+互联网公关+电梯广告” 的大传播带动作用，配合地面战略联动

活动，围绕顾客触点，进行战略信息可视化传播，不断提高乌江品牌知名度、美誉度，

巩固市场基础。 在全国选取部分重点城市投放梯媒广告，抓住主力消费人群，建立触

点，实现重点城市销量增长。 在红旗门店和标准化门店大面积开展MINI体验站和红

动中国等推广活动，打造样板终端。销售队伍建立人才储备机制，充分引入竞争模式，

在销售团队实行“团队激励+末位淘汰+竞争上岗制” ，在经销商队伍实行“渠道配额

承包制” ，充分调动并激发销售团队及经销商团队的市场活力。 国际市场方面，大力

推动榨菜、泡菜出口，已取得了萝卜产品出口资质，实现了萝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销

售。新开发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等国际市场，逐步尝试进入各国主流超

市，在日本、新加坡市场基本实现了主流超市的全覆盖。 线上与各大电商平台紧密合

作，大力支持电商业务发展，全面布局线上虚拟数字化营销触点网络，将互联网内容

工程、触点工程、数据工程统筹规划，助力线上电商精准发力。

（二）大生产方面，保障供给，精益求精。一是抓产能保障，坚持柔性生产、品种匹

配、效益优先、质量最优化四大原则，统筹各生产单位品种结构，充分发挥各生产基地

的产能和品种优势。 同时全面推进技改工作，不断提升新品种的生产能力，确保快速

满足市场调货需求。二是抓质量保障，坚持抓好原料质量源头，对照工艺技术标准，修

订完善原料作业标准、 质量判定规则、 原料加工与储存管理办法及原料收购实施细

则，严把原料质量关。坚持采购物资应检全检，对供方质量“零容忍、零让步” ，严把进

货物资质量关。持续完善和推动质量体系、设备管理体系、环保安全管理体系的建设，

保障加工过程质量，精益求精铸精品。三是抓原料供应，多措并举，保障供应环节的统

筹部署。面对市场供求及波动影响下的青菜头及原料价格上涨，公司大生产系统全面

调研原料市场，理清原料供求关系，合理制定收购价格，有效稳定了原料市场价格，稳

住了成本。 同时发展早菜种植，探索全新接产原料种植经验和方法，培植了一批稳定

的早菜原料供应商，确保原料供应。四是抓技术研发保障，加大多品类研发力度，建立

豆瓣酱试验厂，启动泡菜、酱类以及休闲果蔬产品的研发。 同时持续改进三腌三榨原

料加工工艺标准和快速腌制工艺，精准实施梯度用盐，进一步提升产品品质，向低盐

化、健康化、高效化的方向迈进。 五是严控原料成本，缩减原料加工厂翻池的浪费环

节，严格看筋成率控制，精确产品水分控制，缩紧产品正偏差控制范围，有效降低原料

消耗。 六是抓环保标准低耗运行，充分发挥各厂污水处理能力，在处理达标前提下进

一步精准控制药品添加，实现成本控制最大化。同时充分发挥MVR设施设备的作用，

合理处理高浓度盐水，实现节能减排。

（三）大管理方面，夯实基础，提升水平。一是坚持三大系统规范化的管理运行模

式，在横向战略引领、运营执行、监督支持三大系统，纵向总部及部门、生产基地或子

公司及管理部门、作业单位三个层次的集团化管理组织结构下，推进各系统找准管理

定位、明晰职能职责、理顺管理流程，持续进行核心业务管理标准写实性清理，形成纵

横清晰、专业覆盖、执行精准的标准化管理体系，从宏观上全方位理顺管理运行关系。

二是围绕管理标准化，推进质量管理体系、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环保体系以及标准化

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开展管理标准化研修学习，搭建起标准化内审式检查机制，对

工艺、生产现场、质量、设备、成本、环保等体系运行实施内审式检查评估，促进以管理

标准化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升管理水平。 三是清理完善财务、安全、内部监督等管

理体系，保证公司各项管理顺畅，业务运营高效有序。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斌全

二〇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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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通知于2021年7月19日以书面、电子邮件及电话确认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

于2021年7月29日上午9:30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斌全先生召

集和主持，应出席董事（含独立董事）11人，实际出席董事11人，会议的召集、召开与

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半年度

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具体内容2021年7月31日刊载于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半年报摘要同时还刊登

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报》。

二、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半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7月31日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董事会关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1-039）。

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及审核意见， 具体内容均详见

2021年7月31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半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拟以2021年6月30日公司总股本887,630,022股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3.00元（含税），共计派现金红利266,289,006.60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利润作为未分配利润继续留存

公司用于支持公司经营需要。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及审核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年7月31日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和《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关于

2021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0）。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四、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7月31日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1），修订后的

《公司章程》全文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和相关规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需要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 现提请于2021年8月

20日（星期五）召开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7月31日

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监会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1-042）。

特此公告。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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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

议于2021年7月19日以书面、 电子邮件及电话确认等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会议于

2021年7月29日上午10:30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肖大波先生主

持，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

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

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具体内容2021年7月31日刊载于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半年报摘要同时还刊登

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报》。

二、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半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严格按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

规定执行，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的违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及审核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年7月31日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上的 《公司董事会关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公告编号：2021-039）。

三、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半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公司拟以2021年6月30日公司总股本887,630,022股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3.00元（含税），共计派现金红利266,289,006.60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利润作为未分配利润继续留存

公司用于支持公司经营需要。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及审核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年7月31日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和《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关于

2021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0）。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特此公告。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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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7月29日召开

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

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1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基本情况

经公司财务管理部核算，公司2021年1-6月合并实现净利润376,173,763.47元，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76,173,763.47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合并报表累

计可供投资者分配利润为2,724,185,281.63元， 母公司累计可供投资者分配利润为

1,529,507,252.72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相关规定，上市

公司制定利润分配方案时，应当以母公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为依据。 同时，为避免

出现超分配的情况，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母公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孰低的原则来

确定具体的利润分配比例。 因此,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可供投资者分配利润为1,

529,507,252.72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基于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 结合公司当前实际经营、 现金流状况和资本公积情

况，充分考虑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和合理诉求，更好地回报股东，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利润分配政策规定，保证公司正常运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公司董

事会拟定公司2021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2021年6月30日公司总股本887,

630,022股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3.00元（含

税），共计派现金红利266,289,006.6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剩余利润作为未分配利润继续留存公司用于支持公司经营需要。

若在分配预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 再

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分配比例将按分派总额不变的原则相 应调

整。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

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

划》。

二、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的审批程序及意见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充分考虑了对广大投资

者的合理投资回报，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经营

情况，未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监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3、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2021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关于进一步落实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充分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的合理投

资回报，同时兼顾公司可持续发展的资金需求，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发展，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2021年半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其他说明

1、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

可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并对相关内幕

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防止内幕信息泄露。

四、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监事会关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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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西南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 ）《关于更换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原保荐代表人詹辉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公司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 为保证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顺

利进行，西南证券委派刘志波先生（简历见附件）接替其持续督导工作，继续履行对

公司的持续督导义务。

本次保荐代表人更换后，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叶宏女士和刘志波先生，

持续督导期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持续督导义务结束

为止。

公司董事会对詹辉先生在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及持续督导期间所做的

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31日

附件：刘志波先生简历

刘志波先生，保荐代表人，西南证券投资银行部高级经理，管理学学士，曾从事审

计工作，先后参与或负责IPO审计、上市公司年度审计、公司收购审计等审计工作。 从

事投行工作以来，先后参与香江控股重大资产重组，综艺股份重大资产重组，万科企

业重大资产重组、西部黄金重大资产重组、涪陵榨菜非公开发行股票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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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68号）核准，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已实施完成，公司非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98,272,781股已于2021年5月1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总股

本从原来的789,357,241股增加至887,630,022股。

根据上述情况， 公司于2021年7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修订” ），对《公司章程》的有关

条款进行修订，本次修订的具体情况请见附件《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订条文对照表。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及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同日刊登于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次修订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31日

附件：《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条文对照表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七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78935.7241万元。

公司因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而导致注册资本总额变更的,可以在

股东大会通过同意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决议后,再就因此而需要修改公

司章程的事项通过一项决议,并说明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注册资本的变

更登记手续。

第七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8763.0022万元。

公司因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而导致注册资本总额变更的,可以在

股东大会通过同意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决议后,再就因此而需要修改公

司章程的事项通过一项决议,并说明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注册资本的变

更登记手续。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78935.7241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88763.0022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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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决定于2021年8月20日（星期五）召开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

会议的具体情况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四)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 2021年8月20日（星期五）下午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8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8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根据深交所《关于全力支持上市公司等市场主体坚决打赢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阻击战的通知》， 为配合当前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相关安

排，公司建议股东及股东代表采用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特别提示：我公司为生产密集型企业，根据防疫要求，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地点对

进入人员进行防疫管控，拟现场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须提前（8月17日16:

00前）与公司联系，登记近期个人行程及健康状况等相关防疫信息。 为保护股东健

康、防止病毒扩散，未提前登记或不符合防疫要求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将无法进入会

议现场。 请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自备口罩，做好往返途中的防疫措施。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

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

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持有融资融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的证券公司、 持有约定购回式交易专

用证券账户的证券公司、持有转融通担保证券账户的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持有深股通股票的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所认定的其他集合类账户持有人或名义持有人，在

参加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应当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第十六

条等的规定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不得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六)股权登记日：2021年8月16日。

(七)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对象：

1.截至2021年8月16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因故不能出席现场会议的，可书面委托代理

人出席（被委托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八)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九楼会议室（重庆市涪陵区江北街道办事处二渡村一

组）。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公司2021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31日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35）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36）。

上述议案中，《公司2021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普通决议表决事项，需经参

加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方为有效;《关于修订 〈公司章

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表决事项，需经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上述议案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的表决应当单

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

三、议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公司2021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2.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四、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受托代理人出席还

需持受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2）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深圳证券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证

明书和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以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4）股东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二。

2．登记时间：2021年8月17日上午9:00-11:30，下午13:30-16:00；

3．登记地点：重庆市江北区江北嘴国金中心T1写字楼32楼6号；

4．联 系 人：谢正锦、汪靖淞；

邮 编：400000；

传真号码：023-67085557；

5．会议费用：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五、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程序

股 东 可 以 通 过 深 交 所 交 易 系 统 和 互 联 网 投 票 系 统 （地址

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样本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31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507；

2.投票简称：榨菜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同意” 、“反对”或“弃权” 。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8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

午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8月20日上午9:15至2021年8月20

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

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 “深交所投资者

服务密码” 或“深交所数字证书” ，具体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

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致：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重庆市涪陵榨菜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按下列授权行为行使表

决权。

委托人姓名（单位名称）：

委托方身份证号码（统一信用编码）：

委托方持有股份数： 委托方股东账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序号 议 案 名 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100 总议案 √

1.00 《公司2021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2.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如委托人对议案内容未明确表决意见， 受托人可根据其本人意愿代为行使表决

权。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必须加盖单位

公章。 ）

委托日期：2021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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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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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数据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3.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1年7月29日审议通过了本公司2021年半年

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4.本公司2021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5.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盛天网络 股票代码 30049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 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赖春临 赵江汉

办公地址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77号金融港B7栋9-11楼

传真 027-86695525

电话 027-86655050

电子信箱 IR@stnts.com

2.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619,878,609.89 446,306,954.96 38.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0,037,291.14 38,768,217.64 80.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元）

68,877,109.31 36,277,321.69 89.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6,830,745.44 21,142,804.13 263.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18 0.1615 80.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18 0.1615 80.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30% 3.72%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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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0,727,958.07 1,534,469,310.16 -8.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92,774,233.94 1,073,965,102.48 -26.1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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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赖春临 境内自然人 33.40% 80,160,000 60,120,000 质押 37,129,999

共青城盛润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38% 15,300,000

邝耀华 境内自然人 3.33% 8,000,000

崔建平 境内自然人 2.94% 7,046,981 7,046,981

吴笑宇 境内自然人 2.92% 7,000,064 质押 7,000,000

冯威 境内自然人 2.39% 5,732,362

付书勇 境内自然人 0.64% 1,531,500

胡嬿钰 境内自然人 0.40% 962,900

田昌贵 境内自然人 0.27% 642,100

茅条玉 境内自然人 0.18% 43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共青城盛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赖春临胞姐王晓玲曾任执行

事务合伙人，因此赖春临与盛润投资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股东田昌贵通过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642,100�股，

合计持有 642,100股。

三、重要事项

1．公司于2020年向深交所提交了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 2021年3月公司

收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各项工作。 详情见公司于2021

年2月5日、2月10日、3月24日、5月31日在巨潮网资讯网披露的公告。

2． 公司于2021年初完成对控股子公司上海天戏互娱网络技术有限公司30%少数股

东权益的收购，2021年1月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 武汉市盛天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于2021年初向主管机构申请退出小额贷款行

业并获得批准。 2021年上半年除了回收存量贷款外没有发生新的贷款业务。截止报告披露

日，盛天小贷已注销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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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盛天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盛天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2021年7月31日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湖北盛天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300494� � � � � �证券简称：盛天网络 公告编号：202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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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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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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士科技 股票代码 30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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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锐 麻丹华

办公地址

深圳市 南 山 区 桃 园 路 田 厦 国 际 中 心 A 栋

1606-1610

深 圳 市 南 山 区 桃 园 路 田 厦 国 际 中 心 A 栋

1606-1610

电话 0755-21674251 0755-21674251

电子信箱 jasiczqb@jasic.com.cn jasiczqb@jasi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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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1,349,215.00 412,032,719.68 6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2,986,766.07 94,016,550.69 30.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元）

100,559,676.99 78,051,776.67 28.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0,074,089.53 68,109,372.19 -11.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20 3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 0.20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0% 4.17%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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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3,617,499.96 2,696,683,208.82 -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51,761,550.54 2,253,599,555.96 -4.5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18,58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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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磊 境内自然人 13.94% 66,678,339 50,008,754

徐爱平 境内自然人 13.53% 64,748,006

深圳市千鑫恒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47% 50,088,026 冻结

50,088,

02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

罗德趋势优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69% 12,889,017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

金

其他 1.77% 8,482,13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0% 7,653,893

深圳德威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

威资本盛安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3% 6,374,265

范金霞 境内自然人 1.30% 6,218,800

刁守伟 境内自然人 1.26% 6,009,80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价值优

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0% 5,759,44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

股东"深圳德威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威资本盛安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6,374,2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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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无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无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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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28,452,446股, � 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5.6130%，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506,901,310股变更为478,448,864股。

报告期内公司使用自有资金5,000万元人民币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常州市佳士科技

产业有限公司” 。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除上述事项外不存在需特别提示的重要事项。 报告

期内重要工作详见《2021年半年度报告》。

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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