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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杨利兵、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海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张胜森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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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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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346,653.46 228,498,240.72 1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1,825,563.07 -238,179,428.18 -5.73%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2,862,528.85 1,693.36% 39,578,770.99 316.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93,528.14 119.91% -13,947,251.56 66.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04,151.17 103.35% -15,068,248.88 60.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27,400,555.85 -8,736.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114.29% -0.08 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114.29% -0.08 66.6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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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债务重组损益 3,615,806.68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2,607,856.93 预计未决诉讼损失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3,047.57  

合计 1,120,997.3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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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厚丰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60% 34,770,000  

质押 34,770,000 

冻结 34,770,000 

北京皇台商贸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90% 24,667,908  冻结 24,667,908 

甘肃西部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79% 8,501,583    

卫波 境内自然人 4.28% 7,593,864    

吴浩东 境内自然人 2.00% 3,540,766    

彭汉光 境内自然人 1.59% 2,812,500    

田亚南 境内自然人 1.44% 2,546,600    

吴东魁 境内自然人 1.33% 2,357,002    

甘肃盛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0% 2,126,500    

霍永莉 境内自然人 1.00% 1,765,8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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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上海厚丰投资有限公司 34,7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4,770,000 

北京皇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24,667,908 人民币普通股 24,667,908 

甘肃西部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8,501,583 人民币普通股 8,501,583 

卫波 7,593,864 人民币普通股 7,593,864 

吴浩东 3,540,766 人民币普通股 3,540,766 

彭汉光 2,812,500 人民币普通股 2,812,500 

田亚南 2,546,600 人民币普通股 2,546,600 

吴东魁 2,357,002 人民币普通股 2,357,002 

甘肃盛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126,500 人民币普通股 2,126,500 

霍永莉 1,765,800 人民币普通股 1,765,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北京皇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甘肃盛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甘肃西部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详情请查阅公司 2019 年 4 月 13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煤体《证券

时报》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除

上述三名外，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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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构成重大变动情况 

会计科目 本报告期末 本年度期初 比重 

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金额 占总资产 金额 占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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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比例 

货币资金 3,313,154.42  1.32%  4,324,740.64  1.89% -0.57%  

应收账款 2,022,118.76  0.80%  1,145,479.28  0.50% 0.30%  

存货 86,912,139.74  34.58% 59,587,496.81  26.08% 8.50% 本年度恢复生产，库存原材料以及生

产的基酒量大幅增加。 

固定资产 54,049,468.64  21.50% 59,439,965.58  26.01% -4.51%  

无形资产 89,315,375.81  35.53% 91,267,218.55  39.94% -4.41%  

短期借款  157,285,625.94  62.58% 157,285,625.94  68.83% -6.26%  

应付账款  54,441,407.19  21.66%  50,099,172.89  21.93% -0.27%  

预计负债  55,006,029.53  21.88%  67,109,011.88  29.37% -7.49% 本期偿付部分预计负债。 

2、主营业务分析 

会计科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比重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营业收入 39,578,770.99  9,503,972.32  316.44% 积极拓展销售渠道，整合销售资源，

销售规模较同期大幅增加。 

营业成本 12,643,985.04  14,198,601.91  -10.95% 本期销售产品结构较同期发现较大变

化，上年同期主要销售葡萄酒原汁，

而该产品收入与成本倒挂。 

销售费用 4,542,658.25  2,901,908.32  56.54% 积极拓展销售业务，宣传费用增加。 

管理费用 14,234,498.09  16,223,520.41  -12.26% 加强对各项费用的管控。 

财务费用 11,507,801.16  12,045,504.70  -4.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400,555.85  -310,081.41  -8,736.57% 公司逐步恢复生产，购买原材料支出

大幅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22,857.12  -2,150.00  -75,381.73% 购置新的固定资产。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699,000.00  -1,008,046.54  3,244.60% 公司向盛达集团借款增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与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公司因2016年、2017年、2018年连续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且2017年、2018年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

连续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4.1.1条、第14.1.3条的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委员会的审核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票自2019年5月13日起暂停上市。详情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

明请查阅公司每月前五个交易日内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的《关于公司股票暂停上市期间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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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案调查的情况 

公司2019年4月1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甘调查通字2019002号），通知书告知：因公司涉嫌信息

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详情及其

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请查阅公司2019年4月12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的《关于公司及高管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通知书的公告》。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 年 07 月 1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的经营现状等。 

2019 年 07 月 2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半年度业绩等。 

2019 年 08 月 1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恢复上市的措施等。 

2019 年 08 月 3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半年度经营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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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09 月 0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团购合同的实施等。 

2019 年 09 月 1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的经营现状等。 

2019 年 09 月 2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恢复上市的措施等。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赵海峰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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