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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47              证券简称：盐津铺子              公告编号：2020-059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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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津铺子 股票代码 002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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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正旺 吴瑜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长沙大道运达中央广

场写字楼 A 座 32 楼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长沙大道运达中央广

场写字楼 A 座 32 楼 

电话 0731-85592847 0731-85592847 

电子信箱 yjpzzqb@yanjinpuzi.com yjpzzqb@yanjinpuzi.com 

2、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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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45,302,872.37 640,742,444.90 47.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9,965,207.21 66,159,533.94 96.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00,459,442.75 41,621,267.81 141.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2,025,623.21 80,936,248.65 13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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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500 0.530 98.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100 0.530 90.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92% 9.94% 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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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6,829,943.52 1,660,167,106.37 1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76,525,272.95 773,366,223.96 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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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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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盐津铺子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36% 48,381,503    

湖南昊平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81% 16,587,944  质押 8,570,000 

张学武 境内自然人 9.43% 12,210,570 9,157,927   

张学文 境内自然人 4.98% 6,450,867 4,838,150   

湖南盐津铺子同创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2% 4,300,578    

兰波 境内自然人 0.93% 1,200,000 1,200,000   

中信证券－建设银行－中信证券臻选

价值成长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90% 1,168,400    

毕树真 境内自然人 0.81% 1,050,432    

中国工商银行－ 汇添富优势精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7% 1,000,000    

邱湘平 境内自然人 0.59% 760,000 76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1、湖南盐津铺子控股有限公司为张学武先生实际

控制的企业，张学武先生持有其 100%股权； 2、安阳昊平企业管理

服务有限公司（原湖南昊平投资有限公司）为张学文先生实际控制

的企业，张学文先生持有其 100%股权； 3、张学武先生：本公司实

际控制人，与张学文共同控制本公司，张学文先生之弟，盐津控股

实际控制人； 4、张学文先生：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张学武共同

控制本公司，张学武先生之兄，昊平企业管理实际控制人； 5、兰

波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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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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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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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以上市为契机，积极把握国家政策导向及休闲食品良好发展机遇，加强品牌建设，强化公司治理，培养和引进人才

相结合，提高技术水平、优化产品结构、强化新品研发与上市、大力发展电商类新兴渠道、完善全国销售网络布建、强化公

司销售终端综合优势，全面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努力成为中国零食自主制造的领导品牌及领先企业。 

公司一直聚焦主业，长期专注休闲食品，坚持自主制造，主营业务收入稳定增长，盈利能力持续提升。简况如下： 

（1）公司于2017年2月8日上市后，优化调整战略，转型夯实基础，升维的产品战略、渠道战略、区域拓展战略等已见

成效，休闲（咸味）零食第一曲线稳中有升，休闲烘焙点心第二曲线较大幅度提升，坚果果干等第三曲线正在培育。公司多

品牌、全品项、全渠道、全产业链的稳健经营策略，使整体营业收入保持稳定增长。 

（2）公司注重规模与效益兼顾，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兼顾，坚持“良性发展、持续发展、高速发展”的高质量长线稳

健发展路径，不断优化内部管理和各项资源配置，狠抓投入产出比和净资产收益率，各项成本和费用管控日趋良性。 

（3）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440万股，预留授予110万股，合计550万股已经全部授予）正向激发管

理团队积极性，由此带来的公司业绩提升远高于股份支付费用（公司自2019年5月起按权责发生制分月列支，2019年半年度

所得税前共列支股份支付费用640.84万元，2020年半年度所得税前共列支股份支付费用2,509.53万元），股权激励实施效果

良好。 

本报告期内，公司业绩同比增长：（1）营业收入945,302,872.37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7.53%；（2）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129,965,207.21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44%；（3）基本每股收益1.05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8.11%。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从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并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根据相关新

旧准则衔接规定，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相关项目，对可比期间

信息不予调整，亦无需对以前年度进行追溯调整，即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 2019 年度相关财务指标。新收入准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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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预计不会导致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湖南韧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2020年4月28日 2,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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