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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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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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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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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母公司 2019 年初未分配利润 296,069,511.20

元，减分配 2018 年现金股利 20,620,486.80 元。2019 年上半年净利润为 68,375,191.46 元，计

提法定盈余公积 6,837,519.14 元，2019 年 6 月末未分配利润 336,986,696.72 元。  

公司拟以 2019 年 6 月 30 日总股本 229,646,720 股，扣减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已回购的股份

530,200 股后 229,116,52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参与利润分配的股东每 10 股转增 4.5

股，共计转增 103,102,434 股，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为 332,749,154 股。 

鉴于公司正在实施股份回购事项，实施利润分配时，如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公司股本总数发

生变动的，则以实施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的可参与分配的股本数量为基数，按照每股分配比例

不变的原则对转增股数进行相应调整。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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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龙股份 603779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玉磊 刘玉磊 

电话 0535-8955876 0535-8955876 

办公地址 山东省龙口市环城北路276号 山东省龙口市环城北路276号 

电子信箱 wljiang@weilong.com wljiang@weilong.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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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2,139,993,491.91 2,106,988,582.96 1.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400,761,286.15 1,407,611,283.50 -0.49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4,251,966.11 -22,849,952.85   

营业收入 367,185,464.84 405,622,043.88 -9.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1,286,819.30 29,638,423.19 -28.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3,650,501.24 30,799,060.64 -23.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51 2.11 减少0.6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9 0.13 -30.7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9 0.13 -30.77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6,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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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王珍海 境内自

然人 

47.23 108,468,020 3,073,770 质押 85,289,000 

中铁宝盈资产－平安银行

－中铁宝盈－润金 1 号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6.41 14,728,483 14,728,483 无 0 

杨光第 境内自

然人 

6.04 13,881,367 0 无 0 

创金合信基金－浦发银行

－云南信托－云南信托－

盈泰 20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2.63 6,039,877 0 无 0 

杨黛苗 境内自

然人 

2.61 5,986,200 0 无 0 

卢智伟 境内自

然人 

2.41 5,531,500 0 无 0 

无锡通达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96 4,500,000 0 质押 3,750,000 



华研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31 3,000,000 0 无 0 

王冰 境内自

然人 

0.96 2,200,000 0 质押 2,200,000 

新疆明德若水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92 2,109,833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王冰是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珍海先生配偶的外甥

女婿。杨光第与无锡通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华研数据

股份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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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国内外葡萄酒市场竞争依然激烈，国内葡萄酒竞争压力依然巨大，面对激烈的市

场竞争，公司经营层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和战略规划，积极开拓进取、求真务实，重点在以

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市场营销方面：坚持威龙有机差异化的品牌定位；聚焦威龙有机，全面布局威龙澳洲进

口葡萄酒，主推威龙国际酒庄有机葡萄酒、威龙玛瑟兰 C18、C10 系列有机葡萄酒、澳洲威龙单蔓

A20、A30 系列机有机葡萄酒，打造中高端有机大单品；全国层面聚焦省会城市，区域层面聚焦重

点地级市或县级市，积极开拓市场；继续优化产品结构，推进产品结构全面升级；通过演唱会、

体验之旅等措施培育核心消费群体。 

二、品牌建设方面：持续打造威龙有机中高端的品牌形象，加强对葡萄基地精细化和机械化

管理，加强威龙有机的品牌宣传力度。2019 年上半年已举办 8 场明星演唱会和巅峰酒会，用来提

高品牌形象，拉动市场销售。报告期内，威龙有机葡萄酒在第十届亚洲葡萄酒质量大赛上荣获一

金一银；在甘肃武威葡萄种植基地进行的葡萄抗寒砧木筛选与嫁接苗抗寒栽培技术集成示范项目

荣获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三、技术工艺方面：优化酿酒工艺，强化创新研发，继续在优化现有酿酒工艺的基础上，加

强对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的研究，提升产品技术竞争力。威龙传奇 C5 调试成功，已在市场推

广；无醇葡萄酒、葡萄汽酒继续进行调试。 

四、内控管理方面：完善培训体系，强化内控管理。报告期内，通过方圆集团的质量/环境管



理体系的监督审核，确保了质量/环境管理体系证书持续有效；明确岗位职责，调整人员配备；制

定、优化管理制度；组织经营会议，落实会议议程；加强合同审核，规避法律风险。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详见威龙股份 2019 年半年度报告第十节 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41.重要会

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