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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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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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2545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30 元（含税），共计分配利润 41398.5 万元。以上利润分配预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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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世缘 603369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卫东 夏东保 

办公地址 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高沟镇今世缘大

道1号 

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高沟

镇今世缘大道1号 

电话 0517-82433619 0517-82433619 

电子信箱 jsydmb@163.com jsydmb@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白酒生产和销售，拥有“国缘”、“今世缘”和“高沟”三个著名商标，其中，

“国缘”、“今世缘”是“中国驰名商标”，“高沟”是“中华老字号”。国缘品牌定位“中国高端中

度白酒”创领者，今世缘品牌突出打造“中国人的喜酒”，高沟品牌定位“正宗苏派老名酒”。报

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公司经营模式为“研发+采购+生产+销售型经营模式”。根据公司年度计划及市场需求，做好

新产品、新酒体研发，并结合库存情况采购原材料；生产按照制曲、酿酒、勾储、灌装的生产计

划组织实施；销售模式分为经销模式和直销模式，经销模式针对的渠道为经销商，直销模式针对

的渠道为团购、商超、酒店以及零售等。 



白酒是中国传统蒸馏酒，工艺独特，在我国历史悠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人们生活的重要饮品。白酒行业是我国轻工业中食品工业的重要分支，根据中国证监会《2018 年

4 季度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本公司归属“C15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国内白酒行业目前

从业厂家多，不同企业产品具有一定差异，各区域消费习惯也有较大差异。 

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作为传统制造行业的白酒业更应加快转型升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满足群众消费升

级需求，向品质和文化要效益。各大白酒企业纷纷通过提升产品竞争力、扩大渠道覆盖度、 强化

消费者沟通和增强服务反应能力以迎合市场的消费升级需求。白酒企业之间呈现挤压式竞争状态，

行业分化进一步加快，品牌集中度越来越高，马太效应更加凸显。总体而言，行业目前处于深度

分化窗口期、消费升级机遇期。 

根据上市公司 2018 年三季报数据，公司综合经济效益处于白酒类上市公司前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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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87,648,943.19 7,223,229,799.53 18.89 6,261,526,126.14 

营业收入 3,736,035,833.62 2,952,210,040.36 26.55 2,554,378,047.0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150,710,683.02 895,876,928.00 28.45 757,875,925.8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110,287,961.41 874,531,151.99 26.96 733,638,803.7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6,094,667,340.94 5,262,345,914.71 15.82 4,678,996,074.14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121,011,778.66 1,001,278,836.73 11.96 949,297,639.4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9173 0.7141 28.46 0.604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9173 0.7141 28.46 0.6041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20.36 18.11 增加2.25个百分

点 

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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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0,190,804.39 869,647,447.93 798,947,795.14 577,249,786.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9,056,670.94 347,230,422.64 172,664,237.09 121,759,352.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06,846,687.49 339,071,461.60 162,734,151.76 101,635,660.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9,019,037.35 246,121,185.93 395,440,500.47 330,431,054.91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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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0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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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世缘集团有限公司 0 561,049,038 44.72 0 质押 100,641,500 国有

法人 

上海铭大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13,005,000 113,505,000 9.05 0 质押 56,00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周素明 0 45,000,000 3.59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涟水今生缘贸易有限

公司 

0 41,093,700 3.28 0 质押 13,60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涟水吉缘贸易有限公

司 

0 41,090,400 3.28 0 质押 13,60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羊栋 0 22,500,000 1.79 0 质押 4,615,000 境内

自然

人 

吴建峰 0 22,500,000 1.79 0 质押 10,350,000 境内

自然

人 

倪从春 0 22,500,000 1.79 0 质押 5,180,000 境内

自然

人 

严汉忠 0 22,460,000 1.79 0 质押 5,850,000 境内

自然

人 

陆克家 -580,000 21,320,000 1.7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在前述股东中，今世缘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余股东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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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者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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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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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追求高质量发展为方向，

以“紧扣主要矛盾，谋划酒缘大业，全面深化改革，追求卓越今世缘”为总体要求，紧紧围绕经

营方针，同心协力、务实重干, 主要经济指标再创新高，发展质量明显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显

著增强。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推进了三个方面工作： 

一是深化了“品牌+渠道”双驱动，市场营销总体态势良好。 

公司紧紧围绕“强化竞争导向，把握营销本质，构建核心竞争力”的营销要求，着力深化“五

力工程”，“品牌+渠道”双驱动营销体系成效初显，销售全面增长。 

品牌力方面对接了高端资源，提升了品牌高度，入选了新华社民族品牌工程，深化了《等着

我》等栏目的合作，代表民族品牌冠名、参与了在联合国总部举办的中华缘文化交流暨中国酒•

国缘品鉴会等有影响的活动。产品力方面聚焦战略单品，升级了主导产品，国缘品牌以“塑造名

酒”为策略，策划了 V 系产品升级及上市发布；今世缘品牌统一了省内外主导产品形象，重点培

育了典藏 15；高沟品牌确立了高沟青花系列为主导，产品结构趋于合理。渠道力方面致力于量质

并举，推进了渠道下沉，实现了以厂家办事处主导下的厂商协同作战单元。成长力方面着力提质

增效，促进了趋于均衡，省内市场全面促进了全渠道主流价格带持续提升；省外分类分层重点样



板市场初具规模，为今后快速发展打开了空间。执行力方面注重管理创新，强化了监管转型，市

场秩序、销售费用监管、主导产品管理和营销中心行为督导取得明显成效，激发了营销人员和经

销商的工作热情，有效提升了厂商业务团队执行力。 

二是优化了中长期发展战略，卓越绩效持续持续改善提升。 

公司以战略调整为导向，以管理新元年为定位，整体管理水平有了新的提高。一是调高了战

略目标，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完善了党委组织架构，优化了行政组织结构，调整了销售公司营

销架构，省内实行了“大区制”、省外试点设立了“山东大区”，提升了整体功能和运行效率。二

是推进治理体系，提升了管理能力，提高了流程效率。三是强化精益管理，深化了卓越绩效，酿

酒跨越成效明显，过程质量管理加强，开展了质量月、安全生产月活动，提高了全员食品安全和

安全生产意识。四是推动智能化建设，促进了两化融合，实现了质量管理的数字化，优化了移动

营销系统，提升了用户体验。五是注重财务转型，财务从核算型向管理型、增值型转变加速，重

视投资者关系改善，获评证券时报“中国主板上市公司价值百强”、中国证券报 “中国上市公司

金牛奖——最具投资价值奖”。六是优化科研方向，加强了技改工作，完善了酿造微生物资源库，

国缘四开、对开被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定为“绿色食品 A 级产品”，“固态发酵浓香型白酒智

能酿造关键技术的研发与应用”项目被评为中国好技术。七是提高内审质量，强化了内部监察，

实行了全方位的审计监察全覆盖，同时加大了维权力度，有效保障了公司健康运营。 

三是强化了幸福今世缘建设，着力汇聚共建共享合力。 

公司在诠释“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理念中强化共建共享意识，在更好更快发展今世缘各项

事业中汇缘聚福、创造美好生活。公司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开展了“立足酒缘大业，追求更好

更快，以思想大解放引领公司发展高质量”大讨论、“我奋斗，我幸福”主题演讲比赛等活动，激

发了广大员工的思想活力和创造潜力。完成了中华缘文化展区的布展，《江苏名酒志•高沟酒志》

通过了终审。加大了员工教育培训投入，举办了多场员工培训。以薪酬体系市场化为基本原则，

合理有序地完善了员工收入增长机制，切实提升了员工的获得感。 

总体而言，报告期内，公司高质量发展态势初步形成，主要经济指标创造了历史新高，企业整体

面貌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公司发展氛围越来越浓，发展信心越来越足。 

（二）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7.36亿元，同比增长 26.5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51亿元，同比增加 28.43%，超额完成了年度经营目标。 

 



1.主营业务分析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3,736,035,833.62 2,952,210,040.36 26.55 

营业成本 1,013,543,618.65 835,267,232.81 21.34 

销售费用 585,625,207.10 428,282,554.55 36.74 

管理费用 171,524,751.01 180,742,710.52 -5.10 

研发费用 14,391,950.53 14,721,415.26 -2.24 

财务费用 -25,234,946.15 -10,492,466.70 140.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21,011,778.66 1,001,278,836.73 11.9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8,528,174.97 -529,941,791.98 -56.8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4,628,232.28 -230,648,653.57 27.74 

 

2.收入和成本分析 

√适用 □ 不适用  

（1）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白酒 3,698,585,783.04 1,000,974,147.31 72.94 26.71 21.36 增加 1.19 个百分点 

其他 17,286,518.84 9,940,872.87 42.49 24.66 31.38 减少 2.94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特 A+类 1,845,250,892.29 302,150,893.95 83.63 42.70 35.35 增加 0.89 个百分点 

特 A 类 1,263,157,222.38 350,610,814.34 72.24 20.58 18.13 增加 0.58 个百分点 

 A 类 308,388,030.52 130,348,652.72 57.73 20.43 34.15 减少 4.32 个百分点 

 B 类 165,132,967.00 111,597,699.59 32.42 3.54 22.83 减少 10.61 个百分点 

 C 类 108,371,594.45 98,720,280.89 8.91 -28.60 -8.51 减少 20.01 个百分点 

 D 类 8,285,076.40 7,545,805.83 8.92 -24.09 -14.74 减少 9.98 个百分点 

 其他 17,286,518.84 9,940,872.86 42.49 24.66 31.38 减少 2.94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淮安大区 913,941,899.91 282,141,929.52 69.13 17.01 16.29 增加 0.19 个百分点 

 南京大区 830,805,952.16 180,856,004.59 78.23 52.14 49.76 增加 0.35 个百分点 

 苏南大区 525,015,271.28 111,690,572.07 78.73 25.91 21.20 增加 0.83 个百分点 

 苏中大区 492,408,870.52 146,399,982.34 70.27 22.10 18.52 增加 0.90 个百分点 

 盐城大区 539,206,754.70 146,196,532.84 72.89 17.96 10.77 增加 1.76 个百分点 

 徐州大区 214,810,305.06 58,513,777.72 72.76 24.05 17.65 增加 1.48 个百分点 

 省外 199,683,248.25 85,116,221.10 57.37 28.80 18.88 增加 3.56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白酒类产品按照价位带划分产品档次，特 A+类为出厂指导价 300 元（含税，下同）以上

的产品，特 A 类为 100—300 元价位带产品，A 类为 50—100 元价位带产品，B 类为 20—50 元价位

带产品，C 类为 10—20 元价位带产品，D 类为剩余白酒产品，其他为非白酒类产品。 

公司以行政区域作为分地区标准，淮安大区包括淮安、宿迁，南京大区包括南京、镇江，苏

南大区包括苏州、无锡、常州，苏中大区包括扬州、泰州、南通，盐城大区包括盐城、连云港，

徐州大区包括徐州；省外指江苏省以外。 

（2）产销量情况分析表 

√适用 □ 不适用  

主要产品 生产量 销售量 库存量 
生产量比上

年增减（%） 

销售量比上

年增减（%） 

库存量比上

年增减（%） 

酒类 28,188 千升 26,812 千升 7720千升 3.56 -0.51 21.69 

 

产销量情况说明 

    

（3）成本分析表 

单位：元 

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成本构成项

目 
本期金额 

本期

占总

成本

比例

(%)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

期占总

成本比

例(%) 

本期金

额较上

年同期

变动比

例(%) 

情况 

说明 

酒类  1,010,915,020.18 99.74 832,382,994.97 99.65 21.45  

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成本构成项

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

总成本

比例

(%)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

期占总

成本比

例(%) 

本期金

额较上

年同期

变动比

例(%) 

情况 

说明 

酒类 原料成本 857,559,211.62 84.61 699,717,343.18 83.77 22.56  

酒类 人工成本 74,908,803.00 7.39 67,600,275.03 8.09 10.81  

酒类 制造费用 78,447,005.56 7.74 65,065,376.76 7.79 20.57  

 



成本分析其他情况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4）主要销售客户及主要供应商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 71,830.52 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19.23%；其中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

售额 0 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0 %。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 36,782.67 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 32.17%；其中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

方采购额 0 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 0%。 

3.费用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销售费用 585,625,207.10 428,282,554.55 36.74% 业务增长及广告费等投

入加大 

管理费用 171,524,751.01 180,742,710.52 -5.10%   

财务费用 -25,234,946.15 -10,492,466.70 140.51% 以银行存款方式存放的

货币资金下降所致 

4.研发投入 

研发投入情况表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本期费用化研发投入 14,391,590.53 

本期资本化研发投入 0 

研发投入合计 14,391,590.53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0.39 

公司研发人员的数量 90 

研发人员数量占公司总人数的比例（%） 2.7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比重（%） 0 

情况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5.现金流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21,011,778.66 1,001,278,836.73 11.9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28,528,174.97 -529,941,791.98 -56.88% 主要系本期收回投

资较多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94,628,232.28 -230,648,653.57 27.74%   

（三）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适用  □ 不适用  

1. 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

期末

数占

总资

产的

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本期期

末金额

较上期

期末变

动比例

（%）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1,887,101,998.82 21.97 1,289,246,404.06 17.85 46.37% 本期收入增长、预收款增加

所致 

应收票据 8,298,281.53 0.10 30,879,958.20 0.43 -73.13% 主要系本期使用承兑汇票支

付供应商货款增加 

应收账款 50,944,513.95 0.59 16,277,395.97 0.23 212.98% 本期收入增长、赊销增加所

致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资产 

225,800,000.00 2.63 123,100,000.00 1.70 83.43% 主要系一年内到期的长期理

财产品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20,000,000.00 0.23    取得旅游基金借款所致 

预收账款 1,168,285,502.62 13.60 814,588,907.16 11.28 43.42% 主要系预收客户的货款增加

所致 

应交税费  364,846,278.43 4.25 234,477,104.10 3.25 55.60% 主要系期末流转税及所得税

增加所致 

应付股利 0 0.00 1,405,346.13 0.02 -100% 系上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的涟水县今世缘农村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应付今世缘集团

有限公司股利在本期支付  

（四）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 

2018 年全国规模以上白酒企业完成酿酒总产量 871.2 万千升，同比增长 3.14%；累计完成销

售收入 5363.83 亿元，同比增长 12.88%；累计实现利润总额 1250.5 亿元，同比增长 29.98%。2018 

年，纳入到国家统计局范畴的规模以上白酒企业 1445 家，其中亏损企业 183 家，企业亏损面为 

12.66%；亏损企业累计亏损额 11.03 亿元，同比下降 1.83%。（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五）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适用 □ 不适用  

2018 年，公司按照 “白酒+投资”两大业务板块战略、“设立平台、完善流程、积极探索、

适度投资”指导思想，落实“程序合规、风险受控、增加价值、服务战略”工作思路，严格按照《公

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围绕持续优化资产配置、实现资产保



值增值、探索产业生态圈等目标，积极开展股权投资工作。 

(1)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于 2001 年 8 月份入股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淮安市商业银行)300 万元，2005 

年 4 月份入股 200 万元，合计入股 500 万元，占其上市前总股本 103.90 亿元的 0.048%，上

市前因本公司未委派人员参与该公司的财务和经营决策，不能对其施加重大影响，且其公允价值

不能可靠计量，故采用成本计量；2016 年 8 月 2 日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故自 2016 年 8 月 2 日开始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六）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适用  □ 不适用  

 

主要子公

司、参股

公司名称 

住所 经营范围 
持股

比例 
财务指标 

2018 年期末或 2018 年度

（元） 

江苏今世

缘酒业销

售有限公

司 

涟 水

县 高

沟 镇

天 泉

路 1

号 

预包装食品批发与零售；酒

类包装物资（国家专项规定

物资除外）、酒瓶、民用生活

废品购销；物联网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计算机软硬件设

计、技术开发；广告经营；

日用百货、针纺织品、服装、

服饰、工艺礼品、玩具、花

卉、苗木、化妆品、家具、

珠宝首饰、汽车销售；仓储

服务；公关礼仪服务；婚庆

礼仪服务；工艺礼品、服装、

图文设计；摄影服务；展览

展示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100% 

总资产       3,226,723,046.40  

净资产       1,134,703,511.71  

营业收入       3,700,051,896.75 

净利润       1,044,670,859.13  

江苏今世

缘投资管

理有限公

司 

江 苏

省 淮

安 市

涟 水

县 高

沟 镇

今 世

缘 大

道 1

号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实业

投资；企业管理；企业形象

策划；会务服务；投资信息

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以上

咨询不得从事经纪）。（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100% 

总资产 

                

969,203,334.86  

 

净资产 

                

967,531,893.65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4,291,893.65  

 



四、公司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一) 行业格局和趋势 

√适用  □ 不适用  

随着我国经济活动日趋活跃、消费者购买力不断增强和消费水平持续升级，商务宴请和不断

升级的个人消费弥补了政务消费所带来的空缺。各大白酒企业纷纷通过提升产品竞争力、扩大渠

道覆盖度、 强化消费者沟通和增强服务反应能力以迎合市场的消费需求。白酒企业之间呈现挤压

式竞争状态，行业分化进一步加快，品牌集中度越来越高，马太效应更加凸显。 

当前，白酒消费持续升级，高端白酒市场需求增长，带动价格带整体上移，也打开了次高端

白酒价格的天花板。对于次高端市场，核心竞争力是“产品+品牌+营销”，高质量的产品是根本，

品牌溢价可以支撑产品结构提升，而营销力则是企业市场开拓和扩张的助推器。次高端白酒逐步

形成了“泛全国化品牌+区域强势品牌并存”的竞争格局；中高端市场仍将以省级区域酒企为主，少

部分品牌有望完成全国布局；低端市场的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升。 

在集中化趋势增强的当下，并购成为优秀酒企快速发展的有效手段，但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变

化：一是业外资本的退出，金融资本的匆匆进入难以建立起足够的品牌竞争力；二是优质标的难

寻，并购矛头已指向区域名优品牌。白酒名企在近年来的并购也表明了新的扩张路径：资源整合

实现优势互补、双方新设合资公司、渐进性的选择并购标的大小。 

(二) 公司发展战略 

√适用  □ 不适用  

面对行业分化窗口期、消费升级机遇期，公司未来发展的总体思路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大力弘扬“追求卓越，缘结天下”的企业精神，全面深化“打造品牌、

以质取胜、文化营销、人才强企”的四大基础战略，加速构建品牌全国化新格局，扎实推进从优

秀到卓越新跨越，充分激发人才强企新动力，全面开创党的建设新局面，持续创造高质发展新业

绩，奋力谱写酒缘大业新篇章。 

公司将围绕酒和缘两大主题，做强做大白酒主业，培育投资业务，推动管理、技术、市场等

三个层面创新，推进三大品牌协调发展、省内省外协调发展、主副产品协调发展、线上线下协调

发展，巩固行业前十强地位，努力在行业持续争先进位。 

(三) 经营计划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行业形势、公司战略目标及 2018 经营绩效情况，2019 年的经营目标是：营业收入 48.5

亿元（增长 30%左右）、净利润 14.3 亿元（增长 25%左右）。为保障公司经营目标顺利实现，公司

上下将以更高的工作标准、更严的工作要求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突出做好三个方面工作： 

（一）深化双驱动，抢占制高点，加速构建品牌全国化新格局 

一是精准定位系统运营，持续提升品牌力。国缘品牌围绕“国”做文章，凸显“更舒适的中

度高端白酒”的品类价值及“成大事必有缘”的品牌诉求，提升品牌高度。今世缘品牌围绕“家”

做文章，突出打造“中国人的喜酒”，升级“家有喜事，就喝今世缘”的品牌诉求，提升品牌温度。

高沟品牌围绕“友”做文章，传播“品质好、性价高”的特性及“老朋友一起喝的酒”的亲和感，

提升品牌热度。 

二是整体规划突出主导，持续提升产品力。国缘品牌省内按照既定的产品策略，进行矩阵式

管理。今世缘品牌围绕典藏系列，重点打造典藏 15，带动其他典藏，力争快速提升。高沟品牌继

续强化青花系列，率先培育 60—100 元价格带，加快培育光瓶产品。美酒银行、今世缘景区及线

上产品也必须注重整合协同。 

三是量质并举分类建设，持续提升渠道力。团购渠道圈层化，聚焦重点人群实施精准营销活

动；酒店渠道场景化，实现“群体扩张”，突出仪式感、参与度、体验性；流通渠道数字化，建立



会员管理体系，实现从“以产品为中心”到“以顾客为中心”的转变；商超渠道形象化，实现主

导产品在全国性大型商超系统的高覆盖；电商渠道规范化，与线下实现互补联动。 

四是精耕省内突破省外，持续提升成长力。省内市场围绕占有率提升目标，明确市场成长空

间，列出时间表。省外市场深刻认识市场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对公司整体发展定位所承担的历史

责任，处理好重点突破求深度与一般布局求广度的关系，聚焦运作“2+5”重点省份、培育市县板块

或准板块市场。 

五要升级模式配称组织，持续提升执行力。系统提升大区营销水平和运营效率，着力提高业

务团队战斗力，建立经理层全方位考评体系，全面构建厂商团队营销培训体系，提升厂商绩效管

理水平。进一步强化市场监察，确保各项决策方案执行到位。同时强化主导产品、文创产品、新

技术、电商平台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的确权维权，有效打击制假售假等侵权行为。 

（二）管理再提升，能力再提高，扎实推进从优秀到卓越新跨越 

一是强化战略引领，建设卓越今世缘。全面分解战略规划，明确战略路径，多维度细化落实

战略举措，确保协同到位。 

二是提升治理能力，建设法治今世缘。进一步优化顶层设计，健全法务管理体系，升级内控

体系，加强组织协同能力建设。 

三是弘扬工匠精神，建设精益今世缘。以创立“今世缘创造”管理品牌为目标，建立具有今

世缘特色的“均衡生产、降本增效”管理模式。强化市场比对，不断提高窖池内酒醅内在质量，

创新、优化酒体设计，构建成本预算分析评价体系。落实好生产安全、治安安全和消防安全。 

四是加快两化融合，建设智慧今世缘。持续推进营销智能化，优化智慧兑奖系统，构建全渠

道会员管理平台。持续推进生产智能化，构建具有竞争力的供应链体系。持续推进管理智能化，

协同推进知识管理体系。 

五是推动质量提升，建设品质今世缘。聚焦顾客需求，提升酒体品质的独特性和典型性。坚

持卓越理念，以创建绿色工厂为目标，守住食品安全底线，实现全流程可溯源管理。 

六是用好资本平台，建设价值今世缘。系统筹划投资体系，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紧跟资本市

场监管导向，把企业营销与产品营销结合起来，提高资本市场美誉度。 

七是提升全员素养，建设创新今世缘。健全创新管理体系，制定全员改进实施方案，把创新

优势转化为高质量、高效益的发展优势。 

（三） “四化”有温度，幸福有质感，充分激发人才强企新动力 

一是收入水平融入市场，完善员工收入的常态增长机制，充分体现人才价值市场化目标，不

断提高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 

二是助力员工职业成就，健全员工能力体系，开展后备人才培养和人才梯队建设工作，持续

提高员工满意度。 

三是管理渗透人文关怀，及时倾听和收集员工声音，营造激情工作、快乐生活的人文环境和

和谐、友善、融洽的工作关系。 

四是不断增进文化认同，开展缘文化研究合作，组织系列重大活动，打造中华缘文化基地，

“做酒向做文化”转型迈出新步伐。 

五是牢固树立“党建也是生产力”的思想，以高质量的党建工作为公司奋斗目标达成提供思

想、组织和纪律保障。 

(四) 可能面对的风险 

√适用  □ 不适用  

1、市场集中风险 

江苏仍是目前公司白酒产品最重要的市场，公司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在江苏市场实现

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占公司当年主营业务收入的 94.0%、94.6%和 94.63%。如果江苏市场对白酒的

需求量下降，或公司作出不利的经营决策、未妥当地执行决策、或未能对行业中的变化及时反应，



导致在江苏市场份额下降，且未能有效拓展其他市场，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2、需求转变风险 

白酒作为中国特有的传统饮品和内需消费品，目前在我国酒精及饮料酒行业中居于主导地位，

但随着消费者偏好变化以及健康饮酒、理性消费观念深入人心，啤酒、葡萄酒、保健酒和果酒等

低度酒的市场需求可能相应增加，白酒的消费量将有可能下降。上述变化将加大公司进一步拓展

市场的难度。 

3、食品安全风险 

公司生产的白酒产品主要供消费者直接饮用，产品的质量安全、卫生状况关系到消费者的生

命健康。公司多年来不断完善生产技术，优化生产工艺流程，强化体系保障，使公司产品品质不

断提高。如果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行业规定的要求发生变化，本公司在原材料采购、酿造、

勾兑及包装等环节的质量控制措施须相应地进行改变，否则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带来影响，进而

影响公司的未来发展。 

4、政策合规风险 

公司白酒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一定数量的“三废”。尽管目前公司已建立了一整套环境保护制

度，以处理并防止污染环境的意外事故发生，并通过了环境保护部门的评审和验收，符合国家标

准。随着国家对环保问题的日益重视，对行业监管持续加强，公司、各部门或全体员工可能因不

合规行为而面临一定的风险。 

 

五、其他相关事项  

1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2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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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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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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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2018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11家，详见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附注七“在

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与上年度相比，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增加 1家，减少 4家，详见公司《2018

年年度报告》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