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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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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拟以 2018年 12月 31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50元（含税），

合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04,837,500.00元。 

上述预案需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香飘飘 603711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勾振海 嵇曼昀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杭州新天地商务

中心4幢西楼13楼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杭州

新天地商务中心4幢西楼13

楼 

电话 0571-28801027 0571-28801027 

电子信箱 ir@chinaxpp.com ir@chinaxpp.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及产品 

公司主营业务为奶茶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香飘飘”品牌杯装奶茶、“MECO 蜜

谷”品牌果汁茶，以及“MECO 牛乳茶”和“兰芳园”液体奶茶。公司拥有浙江省湖州（固体+液



体）、四川省成都（固体+液体在建）以及天津（固体+液体在建）、广东江门（液体）四大生产基

地。 

公司以“让人们更享受生活”为使命，致力于成为世界一流的快消品企业。经过多年发展，公司

成功塑造了为广大消费者所熟知的“香飘飘”品牌，2012 年“香飘飘”获得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颁发的“中国驰名商标”称号。2017 年公司新推出了 MECO 品牌、兰芳园品牌。 

公司产品按性态可分为杯装固体冲泡奶茶、果汁茶、液体奶茶。固体冲泡奶茶根据口味不同，可

以分为椰果系列奶茶（经典系）、美味系列奶茶（好料系）。椰果系列奶茶包括原味、香芋、麦香、

草莓、巧克力、咖啡 6 种口味；美味系列奶茶包括红豆、蓝莓、芒果布丁、芝士燕麦、雪糯椰浆、

焦糖仙草、芝士 Q 麦、抹茶青豆 8 种口味，其中芝士 Q 麦、抹茶青豆为公司 2018 年创新推出的

新品；2018 年 7 月，公司创新推出果汁茶这一新品类，定位为“新一代茶饮”，具体包括“金桔

柠檬”、“桃桃红柚”及“泰式青柠”三个口味；液体奶茶包括“MECO”牛乳茶和“兰芳园”丝袜

奶茶、“兰芳园”港式牛乳茶。  

 

（二）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主要采取“以销定购”模式进行采购，供应链中心根据公司销售订单情况及公司与经销商共

同制定的年度及月度销售计划，制定公司年度及月度生产计划，编制采购预算，制订采购计划，

安排下达采购订单，以及追踪入库。2018 年 1 月-4 月，公司仍实行总部统一集中采购的模式，由

总部供应链中心下设采购部统一负责公司采购事宜。从 2018 年 5 月开始，公司开始采用“统谈分

签”的采购模式，各生产基地的主要原物料由公司总部统一确定供应商及采购价格，各工厂根据

生产计划及物料需求向供应商下达采购订单，由供应商按要求送货至工厂并与工厂办理结算事宜。 

2、生产模式 

公司杯装奶茶坚持“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公司根据客户经理与经销商共同制定的年度及月度

销售计划，合理制定年度生产计划，根据经销商订单调整生产计划，并实行经销商“一户一码”。

实行“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有利于公司严格控制库存，确保产品新鲜度。 

液体奶茶及果汁茶由于采用全自动的设备生产，为提高生产效率，采用库存式生产模式，即公司

供应链中心根据产销协调会确认的销售预测，下达生产计划，由工厂根据生产计划组织进行生产。 

公司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及产品质量控制，采取自主生产的方式，以全程监督控制生产过程的每一

个环节。在生产旺季，公司将部分简单的组装、包装、拉运及装卸工序进行业务外包。 



3、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采取经销模式，公司负责经销商开发及管理，对经销商进行买断式销售，通过经销商对

市场终端及渠道各环节的服务及维护，实现公司产品 “工厂-经销商-终端-消费者”的销售过程。

与此同时，公司也通过电商实现与消费者的互动销售，电商模式销售增长较快，但总体而言，公

司通过电商渠道销售占比仍然较小。2018 年，公司也尝试通过直营的方式进行销售，目前销售占

比较小。 

2018 年，公司首度尝试通过自营出口拓展境外市场 ，目前已初步开拓进入了美国、加拿大、法

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新加坡等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后期的境外市场拓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三）公司所处行业的情况说明 

1、公司所处的行业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 》，公司属于“制造业”之 “酒、饮

料和精制茶制造业”（行业分类代码 C15）；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4754-2011)，公司属

于“制造业”之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之 “饮料制造”行业，其中奶茶产品的研发、生

产与销售属于“饮料制造”行业之“茶饮料及其他饮料制造”子类目（行业分类代码 C1529）。 

2、公司的行业地位 

（1）杯装奶茶市场 

根据 AC 尼尔森 提供的数据，国内杯装奶茶经过多年优胜劣汰的市场选择，竞争格局已基本稳定。

公司作为国内主要的杯装奶茶经营企业，2012 年至 2018 年连续 7 年市场份额保持第一，其中，

2018 年度市场占有率达 63.1%，比上一年度提高 0.9 个百分点。随着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可度越来

越高，公司在杯装奶茶市场的地位得以继续稳固。 

（2）液体奶茶市场 

无菌灌装液体奶茶产品在食品安全、产品品质、技术工艺、营销渠道、资本投入等方面对企业均

提出较高的要求。国内无菌灌装液体奶茶市场一直是大型饮料企业角逐的市场。 

2017 年，公司新推出了“MECO”牛乳茶及“兰芳园”丝袜奶茶两款无菌灌装液体奶茶产品，定

位更高端的奶茶，受到消费者欢迎，公司已成为液体奶茶市场的重要竞争者之一。 

（3）果汁茶市场 

2018 年 7 月，公司创新推出了 MECO 果汁茶，以其差异化的杯装形式，更高的包装颜值、更高的

果汁含量、更丰富层次的口感及“真茶真果汁”的定位，赢得了消费者的喜爱，成为新晋“网红”



饮料产品。受制于公司果汁茶的产能瓶颈，2018 年 7 月推出至今，果汁茶一直供不应求。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以“让人们更享受生活”为使命，以“成为世界一流的饮料企业”为愿景，

继续聚焦饮料行业，积极创新，持续优化公司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管理，充分发挥公司作为

杯装奶茶领导品牌的优势，同时积极开拓以果汁茶为代表的非奶茶类饮品市场机会，通过产品创

新、团队优化、差异化策略等措施，提升公司的销售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经营模式及行业情况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3,339,620,661.23 2,807,866,904.23 18.94 2,168,549,180.53 

营业收入 3,251,089,617.98 2,640,383,869.53 23.13 2,389,708,863.8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314,699,479.73 267,766,144.24 17.53 266,102,092.7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81,707,121.19 242,077,153.26 16.37 246,735,265.8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215,114,220.48 1,927,647,590.77 14.91 1,263,846,259.74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613,216,607.45 105,474,784.59 481.39 365,580,450.8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79 0.74 6.76 0.7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79 0.74 6.76 0.74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5.26 19.58 减少4.32个百分

点 

23.53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652,372,522.96 217,533,833.60 810,067,926.47 1,571,115,334.9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8,300,828.96 -82,886,866.63 138,590,630.84 230,694,886.5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16,785,210.06 -85,363,418.85 129,386,439.37 220,898,890.61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96,390,004.80 -167,681,579.85 624,991,692.51 452,296,499.5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产品主要为杯装奶茶，杯装奶茶产品一般为热饮，销售收入具有较为明显的季节性特征，

一般第四季至次年第一季度是公司的生产及销售旺季，其他时间则属于淡季，尤以二季度最淡。

为缓解公司运营中的季节性风险和压力，公司于 2017 年推出液体奶茶产品，2018 年新推出三个

口味的 MECO 蜜谷果汁茶系列即饮产品，进一步弥补及平滑公司经营的季节性波动影响。 

但由于目前公司液体奶茶及果汁茶尚处于品牌初创期，生产经营未达到规模化效应，销售规

模尚小，公司目前季节性特征仍然较为明显。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25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47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蒋建琪 0 235,946,520 56.26 235,946,52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蒋建斌 0 36,000,000 8.58 36,000,000 质

押 

17,500,000 境内

自然

人 

宁波志同道合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0 34,965,720 8.34 34,965,72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陆家华 0 28,800,000 6.87 28,800,0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蒋晓莹 0 18,000,000 4.29 18,000,000 质

押 

18,000,000 境内

自然

人 

蔡建峰 3,190,000 8,230,000 1.96 3,190,000 质

押 

5,040,000 境内

自然

人 

交通银行－金鹰中

小盘精选证券投资

基金 

未知 1,388,520 0.33 0 无 0 其他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国

泰金龙行业精选证

券投资基金 

未知 1,388,018 0.33 0 无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广

发聚丰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未知 1,367,489 0.33 0 无 0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博时裕

隆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009,382 0.24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蒋建琪与陆家华为夫妻关系，蒋建琪与蒋建斌

为兄弟关系，蒋晓莹系蒋建琪与陆家华之女，陆家华担任宁波

志同道合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蒋建琪与陆家华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蒋建琪、陆家华与蒋晓莹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在公司管理层及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实现了营业收入及净利润稳健增长。2018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25,108.96 万元，同比增长 23.1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469.95万元，同比增长 17.53%。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8）15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

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

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和“应
董事会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应收

利息”和“应收股利”并入“其他应收款”列示；“应

付利息”和“应付股利”并入“其他应付款”列示；

“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定资产”列示；“工程物资”

并入“在建工程”列示；“专项应付款”并入“长期应

付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47,653,132.68 元，年初余额 81,907,586.15

元；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期末余额

392,281,165.63 元 ， 年 初 余 额

388,209,753.60 元。 

 

（2）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管理

费用”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用”单独列示；

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其中：利息费用”和

“利息收入”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 

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 8,836,211.54

元，上期金额 13,899,918.51 元，重分类

至“研发费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1. 香飘飘四川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香飘飘”） 

2. 天津香飘飘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香飘飘”） 

3. 杭州香飘飘食品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香飘飘”） 

4. 宁波众合通益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众合”） 

5. 兰芳园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芳园”） 

6. 宁波同创亨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同创亨达”） 

7. 天津兰芳园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兰芳园”） 

8. 兰芳园（广东）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芳园（广东）”） 

9. 天津香飘飘食品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香飘飘销售”） 

10. 香飘飘展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飘飘展览”）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和“七、在其他主体中

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