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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61                            证券简称：珠江啤酒                             公告编号：2018-028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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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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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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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平 独立董事 出差在外 林斌 

Jean Jereissati Neto (中文名：吉祥) 副董事长 出差在外 王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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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江啤酒 股票代码 002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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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维彬 王建灿 

办公地址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磨碟沙大街 118

号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磨碟沙大街 118

号 

电话 020-84206636 020-84207045 

电子信箱 zhengquan@zhujiangbeer.com zhengquan@zhujiangbe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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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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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999,030,688.33 1,831,395,445.26 9.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5,894,039.27 83,702,931.93 86.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74,786,962.86 33,195,726.49 125.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60,408,370.95 181,337,567.02 98.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9 -2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9 -22.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5% 2.34%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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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71,318,302.05 11,304,480,677.35 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991,913,031.85 7,946,685,416.58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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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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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珠江啤

酒集团有限

公司 

国家 31.98% 707,781,330 0   

INTERBRE

W 

INVESTMEN

T 

INTERNATI

ONAL 

HOLDING 

LIMITED 

境外法人 29.99% 663,777,210 315,283,880   

广州国资发

展控股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3.74% 525,351,354 525,351,354   

永信国际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4% 12,000,000 0   

广州珠江啤

酒股份有限

公司－第一

期2号员工持

股计划 

其他 0.43% 9,531,016 9,531,016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43% 9,516,200 0   

刘存 境内自然人 0.19% 4,176,834 0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宝盈

其他 0.16% 3,499,90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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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题灵

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

基金 

工银瑞信基

金－农业银

行－工银瑞

信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13% 2,839,800 0   

南方基金－

农业银行－

南方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13% 2,839,8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永信国际有限公司是广州珠江啤酒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州珠江啤酒集团有

限公司是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三者是一致行动人；
2、除上述股

东之外的其他股东,公司未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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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刘存的股票通过信用证券帐户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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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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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公司主营业务为啤酒生产销售以及啤酒文化产业，中国啤酒行业增速放缓，近年连续负增长。2018年上半年，中国啤酒

行业产销量继续下滑，公司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和行业激烈竞争，把工作重点放在优化基础管理、强化产销协调、转换增

长动能上，实现企业稳健经营。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啤酒销量61.37万吨，同比增长6.63%；实现营业收入19.99亿元，同比增

长9.1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6亿元，同比增长8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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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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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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王志斌                       

                                                                 2018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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