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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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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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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光明乳业 60059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沈小燕 陈仲杰 

电话 021－54584520转5277 021－54584520转5623 

办公地址 上海市吴中路578号 上海市吴中路578号 

电子信箱 600597@brightdairy.com chenzhongjie@brightdairy.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0,115,746,164 20,171,775,399 20,309,910,295 -0.2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6,158,457,342 6,295,619,868 6,279,087,392 -2.1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14,264,084,192 12,153,649,919 12,146,010,002 17.3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61,019,201 313,769,371 308,263,653 -16.81 

归属于上市公司 195,419,989 209,578,647 209,578,647 -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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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6,644,021 638,731,963 652,803,568 -110.43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4.14 5.42 5.37 

减少1.28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1 0.26 0.25 -19.2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1 0.26 0.25 -19.23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2,28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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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股份数量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1.62 632,117,066 - 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内需增长一年

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34 16,390,738 -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红启元三年持有期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08 13,198,020 -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72 8,780,903 -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消费新驱动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57 7,034,596 - 未知  

国联安基金－中国太平洋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险－国联安基金中国太平洋

人寿股票相对收益型（保额

分红）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56 6,846,700 -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未知 0.54 6,600,000 - 未知  

富国基金－农业银行－太平

洋人寿－中国太平洋人寿股

票主动管理型产品委托投资 

未知 0.49 5,997,769 -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上海国企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45 5,563,012 -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品质升级混合
未知 0.43 5,219,500 -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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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不适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集团）有限公司为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上海益民食

品一厂（集团）有限公司截止 2021年 6月 30 日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1,350,724 股，两者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 633,467,79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1.73%。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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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进展情况如下：2021年 5月 1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2021年 5月 2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021 年 6 月至 8 月，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根据证监

会审核要求，对各项问题逐项落实，一一回复。2021 年 8 月 23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

申请获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详见 2021年 5月 15日、5月 26 日、6月 11日、6

月 26日、7月 28日、8月 14 日、8月 24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相关公告）。 

 

 

董事长：濮韶华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8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