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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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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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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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白干酒 600559 裕丰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勇 刘宝石 

电话 0318-2122755 0318-2122755 

办公地址 河北省衡水市高新区振华新路

酒都大厦 

河北省衡水市高新区振华新路

酒都大厦 

电子信箱 hslbg@hengshuilaobaigan.net lbgzqb600559@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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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5,396,682,830.97 5,478,659,222.09 5,478,659,222.09 -1.5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3,083,605,130.43 2,750,507,657.92 2,750,507,657.92 12.11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78,814,917.07 18,900,464.11 18,900,464.11 -1,046.09 

营业收入 1,959,256,977.12 1,458,578,793.42 1,458,578,793.42 34.3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94,043,837.49 146,260,088.49 146,260,088.49 3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82,966,483.68 124,231,402.45 124,231,402.45 47.28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6.40 7.21 7.21 减少0.81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2 0.17 0.23 29.4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2 0.17 0.23 2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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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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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衡水老白干酿酒（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5.63 229,994,032 0 无 0 

佳沃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 6.11 54,797,133 32,878,280 质押 42,151,640 

北京航天产业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其他 3.96 35,542,000 0 未知 0 

汇添富基金－工商银行－

汇添富－定增盛世添富牛

37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20 19,724,422 0 无 0 

深圳市瑞丰汇邦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瑞丰汇邦三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06 18,468,960 0 未知 0 

鹏华基金－工商银行－鹏

华基金增发精选 1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2.03 18,214,573 0 无 0 

衡水京安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 1.88 16,835,000 0 无 0 

北京泰宇德鸿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其他 1.81 16,260,337 0 质押 14,261,000 

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 其他 1.78 15,939,342 0 无 0 



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 

西藏君和聚力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1.52 13,643,963 8,249,678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老白干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衡水京安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魏志民为公司副董事长、公司董事汤

捷为佳沃集团有限公司下属控股上市公司佳沃农业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为公司员工持股。除此之外，公司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收购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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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更加激烈的白酒市场竞争形势，公司以提高企业发展质量为核心，以打造“中

国白酒一流企业”为目标，根据年初制订的工作计划，开展管理提升活动，争创全国质量奖，加

快信息化二期工程建设，整合协同发展，加大营销改革力度，建设花园式工厂，实现了高质量、

可持续的稳健发展。 

一是以开展管理提升活动为契机，立足公司实际，博采众长、广泛学习借鉴其他公司的先进

经验，融合提炼，补短板，强管控，重创新，不断夯实企业管理基础，企业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

流程进一步优化，管控机制进一步完善，管理的标准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明显提升。通过深

化改革，创新机制，促进了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大大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率、竞争力和防范风险

的能力。 

二是继续实施卓越绩效管理模式，争创全国质量奖。通过文化引领、战略制定、系统诊断、



持续对标、动态评价、整合优化、激发活力、持续改进等方法，不断提升公司的运营能力和运营

绩效，提高企业管理质量、经营质量、产品质量、工作质量、服务质量、发展质量，坚持以质取

胜、质量强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全面铸就“衡水”老白干酒全国领先的卓越品质。上半年，

公司顺利通过了中国质量奖的现场评审工作，并于 2019年 8月 14日荣获全国质量奖。 

三是加快信息化二期工程建设工作。以信息化建设为核心，通过对信息资源的深度开发和广

泛利用，不断提高生产、经营、管理、决策的效率和水平，加快公司业务流程重组，进一步优化

组织结构，有效降低成本，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经济效益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报告

期内，公司产品的一物一码工作顺利推进，OA协同管理平台也在加快建设中。 

四是以并购丰联酒业为契机，加快整合，优化资源配置，优势互补，充分发挥营销、技术、

管理三方面的交流平台优势，优化并购后的企业管理，实现企业整体价值最大化。进一步优化资

源配置，与乾隆醉实现协同效应，捍卫冀酒领袖地位。同时，依托省外酒企的资源优势，有序拓

展省外市场，不遗余力打造中国白酒一流企业。 

五是加快营销改革，坚持顾客驱动，继续加强和消费者的互动与沟通，引领白酒市场的消费

趋势。通过名师讲堂、高端品鉴会等多种形式营造营销势能，实施有效策略，创新营销手段，保

持和加强公司产品在主要市场的核心竞争优势。并继续致力于产品聚焦，打造核心单品；致力于

市场聚焦，实现市场突破；重视品牌塑造和消费者培育，深入实施品牌新战略，提升消费口碑和

市场占有率。 

六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建设花园式工厂。在加快公司发展的同时，加强内部精细化管理，

打造干净、舒爽的花园环境，努力提升现场管理水平。将打造花园式工厂作为发展目标，把节能

环保、绿色发展列为企业转型升级的重点内容，走一条以“技术改造，环保升级，智能化生产”

为核心的绿色发展之路。报告期内，公司启动绿色工厂的申报工作，先后经过省市主管部门筛选

推荐，公司顺利的通过了工信部主管部门评估确认、专家论证、公示等环节，2019年 7月，公司

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第四批绿色工厂”名单。 

 

（1）财务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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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256,977.12 1,458,578,793.42 34.33 

营业成本 752,015,325.49 544,970,877.85 37.99 

销售费用 512,782,600.69 410,206,054.76 25.01 

管理费用 167,609,677.19 134,125,567.48 24.96 

财务费用 -743,631.63 -2,842,238.93 73.84 

研发费用 6,703,694.73 4,840,100.86 38.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8,814,917.07 18,900,464.11 -1,046.0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5,333,304.31 -322,562,746.97 -14.6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6,477,232.68 122,559,406.24 101.11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为对丰联酒业进行合并报表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为对丰联酒业进行合并报表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为对丰联酒业进行合并报表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为对丰联酒业进行合并报表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为贷款利息支出所致。 

研发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为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是以预收酒款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取得子公司支付的现金净额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银行贷款增加及分配股利增加所致。 

 

（2）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增长，主要原因是：公司于 2018 年 4 月份完成对丰联酒业的收购，并于

2018 年 4 月对丰联酒业进行合并报表，本期公司合并丰联酒业 1-6 月份的报表，合并范围变动带

来收入增加、利润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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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 2019 年颁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本公司根据财会[2016]6 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

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财政部 2017年颁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

期会计》（财会〔2017〕9 号）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修订了财政部于 2006 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

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

期保值》以及财政部于 2014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统称“原金融

工具准则”)。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 (含减值) 进行追溯

调整，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本公司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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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