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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017                           证券简称：漱玉平民                           公告编号：2021-014 

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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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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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漱玉平民 股票代码 30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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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强 綦妍荔 

办公地址 济南市历城区山大北路 56 号 济南市历城区山大北路 56 号 

电话 0531-69957162 0531-69957162 

电子信箱 sypmdm@sypm.cn sypmdm@syp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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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9,085,397.97 2,248,392,875.17 1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6,952,437.27 70,806,041.87 2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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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79,626,689.68 103,122,040.10 -22.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0,317,146.78 29,137,627.14 278.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19 26.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0.19 26.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6% 5.24%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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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2,611,970.66 3,075,411,628.55 36.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06,204,411.92 1,519,885,872.71 25.4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2,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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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杰 境内自然人 35.17% 142,560,000 142,560,000   

秦光霞 境内自然人 18.12% 73,440,000 73,440,000   

济南漱玉锦云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25% 45,600,000 45,600,000   

济南漱玉通成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9.47% 38,400,000 38,400,000   

阿里健康科技

（中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41% 34,080,000 34,080,000   

华泰紫金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华泰大

健康一号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3.97% 16,078,800 16,078,800   

济南漱玉锦阳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55% 14,400,000 14,400,000   

华泰证券资管

－浦发银行－

华泰漱玉平民

家园1号创业板

员工持股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00% 4,054,000 4,054,000   

南京道兴投资

管理中心（普通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06% 241,200 241,20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01% 38,850 3,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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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年金计划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

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李文杰为济南漱玉锦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漱玉锦云”）和济南漱玉通成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漱玉通成”）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分别持有漱玉锦云 44.78%

的出资份额、漱玉通成 30.22%的出资份额；秦光霞分别持有漱玉锦云 18.87%的出资份额、

漱玉通成 12.44%的出资份额；华泰证券资管－浦发银行－华泰漱玉平民家园 1 号创业板

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首发战略配售设立的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南京道兴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的合伙人均系华泰紫金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南京华泰大健康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华泰紫金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的员工；其余各股东之间，不存在或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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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5 月 26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1〕1808 号）同意注册，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4,054 万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创业板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21〕659

号）审核，公司获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股票简称“漱玉平民”，股票代码“301017”。公司股票已于 2021 年 7

月 5 日上市交易，上市后公司总股份数为 405,340,000 股。 



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本页无正文，为《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之签字

盖章页） 

 

 

 

 

 

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秦光霞 

 

2021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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