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以通讯及传阅方式审议了本次季报。 

公司负责人刘中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罗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家奎

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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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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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66,083,400,883.52 62,174,406,583.20 6.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50,625,122,934.31 47,076,729,739.33 7.5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356,468,969.14 43.03% 21,977,596,629.70 24.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993,257,688.85 64.12% 6,964,763,242.98 36.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990,548,943.77 69.85% 6,949,876,917.86 37.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6,093,165,397.64 -42.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25 64.06% 1.835 36.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25 64.06% 1.835 36.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2% 增加 1.31个百分点 14.09% 增加 2.72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5,107,664.4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5,401,638.03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2,828,368.1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15,517.43  

减：所得税影响额 5,827,474.7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239,388.13  

合计 14,886,325.1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

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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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58,903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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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6.00% 1,366,548,020  质押 163,300,000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07% 761,823,34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88% 109,492,68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6% 40,192,1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71% 26,942,316    

UBS   AG 境外法人 0.69% 26,075,000    

国泰君安－建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4% 20,656,057    

中信证券国际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自有

资金 
境外法人 0.52% 19,840,80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险

万能 
其他 0.40% 15,139,595 

 
  

阿布达比投资局 境外法人 0.39% 14,683,888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366,548,020 人民币普通股 1,366,548,020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761,823,343 人民币普通股 761,823,34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9,492,682 人民币普通股 109,492,68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0,192,100 人民币普通股 40,192,1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6,942,316 人民币普通股 26,942,316 

UBS   AG 26,0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75,000 

国泰君安－建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20,656,057 人民币普通股 20,656,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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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国际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19,840,800 人民币普通股 19,840,80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险万能 15,139,595 人民币普通股 15,139,595 

阿布达比投资局 14,683,888 人民币普通股 14,683,88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在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系宜宾

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余流通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属一致行动人未知。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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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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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原因分析 

  其他应收款 40,418,418.96 18,782,965.60 21,635,453.36 115.19% 注1 

  应付票据 444,281,179.76 327,474,650.48 116,806,529.28 35.67% 注2 

  应付账款 3,556,064,072.62 2,171,287,638.14 1,384,776,434.48 63.78% 注3 

合并利润表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原因分析 

税金及附加 2,330,495,982.27 1,369,574,668.29 960,921,313.98 70.16% 注4 

投资收益 22,396,528.84 10,147,483.09 12,249,045.75 120.71% 注5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22,396,528.84 10,147,483.09 12,249,045.75 120.71% 注5 

营业利润 9,648,357,507.21 6,955,627,820.83 2,692,729,686.38 38.71% 注6 

利润总额 9,694,812,202.85 7,026,635,923.53 2,668,176,279.32 37.97% 注6 

所得税费用 2,429,837,036.36 1,730,020,354.03 699,816,682.33 40.45% 注7 

净利润 7,264,975,166.49 5,296,615,569.50 1,968,359,596.99 37.16% 注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964,763,242.98 5,101,313,177.67 1,863,450,065.31 36.53% 注8 

少数股东损益 300,211,923.51 195,302,391.83 104,909,531.68 53.72% 注9 

综合收益总额 7,264,975,166.49 5,296,615,569.50 1,968,359,596.99 37.16% 注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6,964,763,242.98 5,101,313,177.67 1,863,450,065.31 36.53% 注8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300,211,923.51 195,302,391.83 104,909,531.68 53.72% 注9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原因分析 

支付的各项税费 7,814,824,936.87 5,446,477,487.34 2,368,347,449.53 43.48% 注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93,165,397.64 10,562,390,293.71 -4,469,224,896.07 -42.31% 注11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76,100,000.00 -76,100,000.00 -100.00% 注12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36,000,000.00 -36,000,000.00 -100.00% 注13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6,278,927.95 485,842.20 15,793,085.75 3250.66% 
注14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6,278,927.95 112,585,842.20 -96,306,914.25 -85.54% 注15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126,545,615.28 206,243,187.98 -79,697,572.70 -38.64% 
注16 

投资支付的现金  8,000,000.00 -8,000,000.00 -100.00% 注17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6,545,615.28 214,243,187.98 -87,697,572.70 -40.93% 注16、17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5,900,000.00 -15,900,000.00 -100.00% 注18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15,900,000.00 -15,900,000.00 -100.00% 注18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91,047,150.00 2,127,260.00 488,919,890.00 22983.55% 注19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91,047,150.00 18,027,260.00 473,019,890.00 2623.91% 注20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6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130,290,290.55 3,141,873,139.14 988,417,151.41 31.46% 注2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343,546,659.13 7,336,946,919.94 -4,993,400,260.81 -68.06% 注11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4,665,917,836.05  26,324,190,180.51 8,341,727,655.54 31.69% 注22 

注1：主要系公司员工出差等借支款采用年末归还年初再借支的借款方式所致； 

注2：主要系本年加大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比例所致； 

注3：主要系本年未结算采购款增加所致； 

注4：主要系本年营业收入增加及根据川国税函[2017]128号文件对公司部分酒类产品消费税最低计税价格进行核定，自

2017年5月1日起开始执行，公司酒类产品消费税税基提高所致； 

注5：主要系本年联营企业五粮液集团财务公司实现利润增加所致； 

注6：主要系本年公司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注7：主要系本年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注8：主要系本年净利润增加所致； 

注9：系本年控股子公司实现利润增加所致； 

注10：主要系本年实际上缴的各项税费增加所致； 

注11：主要系本年经营活动现金流入较同期减少（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及本年经营活动现金流出较

同期增加（本年支付各项税费、为职工支付的现金等增加）所致； 

注12：主要系去年同期收到五新城建公司股权转让款0.67亿元所致； 

注13：系去年同期收到联营企业五粮液集团财务公司分红款0.36亿元所致； 

注14：主要系公司加大资产盘活工作力度所致； 

注15：主要系去年同期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注12）及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注13）共计1.12亿元所致； 

注16：主要系去年同期购建长期资产较多，及本年进一步加大承兑汇票支付力度所致； 

注17：主要系去年同期控股子公司五谷春公司向安淮粮业公司注资所致； 

注18：系去年同期控股子公司新生代酒业公司收到少数股东出资款0.16亿元所致； 

注19：系本年公司收到定向增发认购款所致； 

注20：主要系本年公司收到定向增发认购款所致； 

注21：主要系本年实施分红派息金额高于去年同期所致； 

注22：主要系去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 年 5月 15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暨员工持股计划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同意。目前，该事项正

在努力推进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获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 2017年 05 月 16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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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年 07 月 19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7年 09 月 13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1、三季度精准扶贫概要 

公司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带动农民脱贫致富，实现国有企业的供给侧改革与农村的供给侧改革的互动。

截至目前，公司累计支出农业帮扶补贴资金300万元，直接带动45个乡镇近150个村（社）上万农户增收。 

2、上市公司三季度精准扶贫工作情况 

指标 计量单位 数量/开展情况 

一、总体情况 —— —— 

 其中：1.资金 万元 0 

二、分项投入 —— —— 

 1.产业发展脱贫 —— —— 

其中：  1.1 产业发展脱贫项目类型 —— —— 

     1.3 产业发展脱贫项目投入金额 万元 0 

 2.转移就业脱贫 —— —— 

 3.易地搬迁脱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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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教育脱贫 —— —— 

 5.健康扶贫 —— —— 

 6.生态保护扶贫 —— —— 

 7.兜底保障 —— —— 

 8.社会扶贫 —— —— 

 9.其他项目 —— —— 

三、所获奖项（内容、级别） —— —— 

注：表内列示为 7 月至 9 月份数据。 

3、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公司拟通过捐款方式在宜宾贫困地区修建道路交通，利用自身产业优势在贫困地区建设扶贫车间；同

时，继续对已完成的扶贫项目进行跟踪、收集和存档。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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