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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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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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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拟以 2016年年末公司总股本 808,524,165股为基数，向公司全体股东按每 10股派发现金

红利 1.00 元（含税）进行分配，共分配股利 80,852,416.50 元。公司 2016 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本预案需提交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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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越龙山 60005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娟英 蔡明燕 

办公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北海桥 浙江省绍兴市北海桥 

电话 0575-85158435 0575-85176000 

电子信箱 zjy@shaoxingwine.com.cn zjy@shaoxingwine.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及产品 

公司地处浙江绍兴，是一家致力于绍兴黄酒产业传承发展的国有控股企业，所从事的主要业

务是黄酒的制造、销售及研发，生产黄酒原酒、黄酒瓶装酒及少量果酒、白酒等。主要产品古越

龙山、女儿红、状元红、沈永和、鉴湖牌绍兴黄酒是中国首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其中古越龙山

是中国黄酒行业标志性品牌、首只中国名牌产品、唯一钓鱼台国宾馆国宴专用黄酒，公司产品经

销全国各大城市，远销日本、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并进驻卡慕全球 3000 多家免税店的“中

华国酒”专区，享有“国粹黄酒”的美誉。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黄酒产品系纯糯米酿造，为确保产品优质安全，原材料糯米大部分已经实现由与种植大

户合作的粮食种植基地供应，对包装物等原辅材料的采购，公司编制合格供方名录，设计采购流

程，制定《供应商评定标准》、《原辅料入库验收标准》、《采购控制程序》等制度，明确采购流程、

供方管理及评估，并适时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进行改进，采用比较管理、招标采购等方式控制采

购成本。公司根据主要产品的工艺流程，并按照未来的市场计划组织生产，黄酒原酒的酿造时间

主要集中在每年 10 月至次年 3 月份，生产季节性较强，瓶酒灌装生产则可全年进行。公司酒类产

品结合经销、商超、直销等多种销售方式，目前主要以经销为主，同时采用自营专卖店及电子商

务等直销模式全方位拓展公司销售渠道。  

（三）行业发展现状、周期性特点及公司市场地位 

黄酒是三大世界古酒之—，产地较广，品种较多，整体产业规模偏小，集中度不高，产销与

白酒、葡萄酒和啤酒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在国家政策支持、多年行业积累、市场培育和行业龙头

企业对黄酒文化的持续推广下，自 2005 年开始，黄酒行业发展势头良好，行业整体规模稳步扩大。

目前从黄酒消费区域看仍主要集中在江浙沪等传统区域及皖赣闽等周边地区，北方有部分区域已

有黄酒消费基础，但尚未广泛形成饮用黄酒的习惯，从全行业看，目前黄酒产品消费多集中于中

端和普通产品，产品结构尚需升级，黄酒整体价格有待提高。 

与其他行业相比，黄酒消费支出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生活质量存在较强的相关性，行

业周期性特征不突出。随着大众健康意识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黄酒兼具的低度、养生、

保健等特性，将进一步推动黄酒行业的发展。 

公司是目前国内最大的黄酒生产基地、黄酒行业龙头企业，近年来，公司坚持做强黄酒主业，

建立全国化市场销售网络，致力于黄酒文化的传播推广和黄酒消费的引导，积极推进管理创新、



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企业规模实力和经济效益在全国黄酒企业中保持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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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4,567,329,385.52 4,405,694,773.80 3.67 4,327,721,680.42 

营业收入 1,535,223,216.91 1,375,945,635.94 11.58 1,337,947,725.0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22,126,683.56 133,293,030.33 -8.38 184,848,762.8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08,234,894.55 85,624,262.45 26.41 73,280,263.5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3,894,666,441.13 3,771,934,403.54 3.25 3,702,960,227.90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17,862,332.49 56,590,994.56 284.98 -69,556,608.13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5 0.16 -6.25 0.2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5 0.16 -6.25 0.26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3.19 3.57 减少0.38个百分

点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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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946,728.74 287,602,199.31 255,162,140.06 414,512,148.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1,820,154.69 19,207,217.80 14,861,419.92 26,237,89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60,594,304.91 13,257,950.59 12,331,741.95 22,050,897.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2,866,420.98 -41,208,000.86 -51,439,266.47 323,376,0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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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9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8,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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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绍兴黄酒集团

有限公司 

0 334,624,117 41.39 0 无  0 国有法

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

三组合 

9,999,933 27,998,494 3.46 0 无  0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0 23,198,500 2.87 0 无  0 其他 

卞策 13,154,053 13,154,053 1.63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农银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传统保

险产品 

7,601,267 7,601,267 0.94 0 无  0 其他 

邓守宽 -41,029 6,872,461 0.85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南方基金－农业银

行－南方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0 6,824,800 0.84 0 无  0 其他 

余军 1,078,300 6,078,300 0.75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广发基金－农业银

行－广发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0 5,972,700 0.74 0 无  0 其他 

大成基金－农业银

行－大成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0 5,171,514 0.64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其他股东之间公司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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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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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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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53,522.3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1.58% ；实现利润总额 16,391.74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9.3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2,212.67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8.38%；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0,823.4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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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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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绍兴鉴湖酿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鉴湖酿酒公司）、绍兴市古越龙山生物制品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生物制品公司）、北京古越龙山绍兴酒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销售公司）、绍

兴古越龙山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越龙山酒业公司）、深圳市古越龙山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深圳销售公司）、绍兴古越龙山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越龙山进出口公司）、绍兴古越龙

山果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越龙山果酒公司）、上海古越龙山绍兴酒专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专卖公司）、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越龙山销售公司）、绍兴古越龙山

绍兴酒专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绍兴专卖公司）、绍兴黄酒原酒电子交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子

交易公司）、浙江酒管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酒管家公司)、绍兴国家黄酒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酒工程公司）、上海沈永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沈永和

公司）、绍兴女儿红酿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女儿红酿酒公司）、绍兴女儿红酒业有限公司（女儿

红酒业公司）、上海喜韵女儿红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女儿红公司）等 21 家子公司纳入本

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董事长：傅建伟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7年 4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