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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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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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会审字[2018]1380号），

公司 2017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8,189,818.88 元，加上 2016 年度未分配利润

842,046,212.05元，2017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合计 850,236,030.93元。 

    公司拟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555,775,002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0.10

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 5,557,750.02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844,678,280.91 元结转至下年度，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该预案尚需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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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种子酒 60019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金彪 卜军爱 

办公地址 安徽省阜阳市莲花路259号 安徽省阜阳市莲花路259号 

电话 0558-2210568 0558-2210568 

电子信箱 jinbiao@600199.com.cn pja@600199.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白酒生产。普通货运（按许可证有效期限经营）；包装材料加工、制造与销售；



生产白酒所需原辅材料收购；自营和代理各种商品和技术进出口业务。 

    公司白酒产品主要有浓香型白酒金种子系列酒、种子系列酒、和泰系列酒、醉三秋系列酒和

颍州系列酒，馥合香型白酒金种子中国力量等。 

   （二）公司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对所有物资进行统一管理，实行集中采购，公司供应部将众多物资需求计划进行整合，

形成统一的采购计划，由供应部与供应商进行洽谈，实施采购行为。在采购过程中，始终坚持“公

开性、公平性和公正性”的三公原则，通过稳定的采购量和灵活的定价策略，降低采购成本。 

    强化采购计划订单管理，规范计划申报签批，定期整理归档且订单与计划配套存放，建立采

购订单和到货台账，便于追溯。为加强采购行为的监督与管理，公司结合实际建立了完善的监督

体系，包括价格监督体系、质量监督体系和工作质量监管体系。 

    为使采购工作迈入规范化、程序化和科学化轨道，物资供应部引入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和

内控管理，以规范采购业务流程和供应商评价体系。 

    2、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基本以“订单+合理库存”来制定产量，根据经营系统的要货计划，然后下达生产任

务。产品生产环境采用 GMP 标准，生产过程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大大提高，保证了食品

安全，公司多年来基本实现产销同步。公司的生产工艺流程为制曲→制酒→贮存→勾兑→包装。 

    3、销售模式 

    公司采取经销商为主的销售模式，最大化覆盖市场终端；主要采用先款后货的结算方式，有

力保障公司充裕的现金流以及防止坏账的发生。在坚持原则的同时，每一年销售策略均发生有效

变化，逐步建立了适合自身发展的销售体系。公司始终秉承厂商一体化运作模式，坚持多方共赢

的营销理念，坚持以“市场和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营销策略，适应行业发展新常态。 

   （三）行业情况说明： 

    白酒指以高粱等粮谷为主要原料，以大曲、小曲或麸曲及酒母等为糖化发酵剂，经蒸煮、糖

化、发酵、蒸馏、陈酿、勾兑而制成的，酒精度（体积分数）在 18%-68%的蒸馏酒。白酒是我国

特有的酒种，同时，酒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有其独特的地位。在

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酒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 

    目前白酒行业随着经济转暖，行业出现复苏，稳步上行。行业发展从业绩上看，以中高端品

牌为主导的白酒类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增幅明显；从产业资源看，产业资源进一步向优势企业、强

势品牌逐步集中；从营销模式看，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白酒营销模式进一步多元化，由于

交易和支付模式不断创新，促使渠道扁平化，网络营销、文化体验营销兴起，传统销售模式受到



了冲击。 

    公司是国内柔和型白酒首创者，同时也是柔和型白酒官方标准的起草单位。公司醉三秋传统

酿造技艺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公司由于抓产品、结构调整等方面原因，2017 年度营业收入及利润较上年度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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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3,133,971,822.77 3,271,970,117.08 -4.22 3,310,066,007.53 

营业收入 1,290,154,269.23 1,435,739,654.09 -10.14 1,727,599,498.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8,189,818.88 17,019,311.33 -51.88 52,082,29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503,193.33 5,157,079.90 -148.54 21,271,325.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247,445,643.53 2,241,020,688.32 0.29 2,241,076,941.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48,481,677.28 -182,400,442.31 不适用 353,647,345.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 

0.01 0.03 -66.67 0.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 

0.01 0.03 -66.67 0.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0.36 0.76 减少0.40个百分点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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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840,027.27 225,436,030.21 257,570,781.12 459,307,430.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13,510.64 -1,223,695.69 -109,176.35 3,209,180.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988,141.43 -3,408,769.27 -3,606,478.80 -476,086.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8,119,917.97 -52,177,425.05 -29,063,223.77 -19,121,1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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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4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9,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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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金种子集团有限公司 0 178,257,084 32.07  无   国有法

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0 20,731,200 3.73  无  未知 

马信琪 11,221,110 11,221,110 2.02  无  未知 

郑素娥 8,222,521 8,222,521 1.48  无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中证白酒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3,770,342 7,139,475 1.28  无  未知 

刘世祥 2,330,000 7,130,000 1.28  无  未知 

陈浩勤 620,000 4,006,722 0.72  无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实新机遇灵活配置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0 3,452,762 0.62  无  未知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华润信托·昀沣 9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3,000,000 3,000,000 0.54  无  未知 

陈惠忠 2,550,200 2,550,200 0.46  无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在前述股东中，安徽金种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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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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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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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290,154,269.23元，同比下降10.14%，实现净利润9,161,118.98

元，同比下降 47.7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189,818.88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51.88%，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03,193.33 元，同比下降 14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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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 号）

的要求，公司修改财务报表列报，与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项目调

整为利润表“其他收益”项目列报，该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 2017 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财会

[2017]13 号）的规定，自 2017年 5月 28日起施行该新准则，该新准则的施行未对公司 2017 年

度的财务报表产生影响，也不会对公司 2017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也无

需进行追溯调整。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发表了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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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公司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持股比例% 

直接 间接 

1 安徽金太阳生化药业有限公司 金太阳药业 92.00 — 

2 阜阳醉三秋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阜阳醉三秋 66.67 33.33 

3 安徽中酒酒业有限公司 中酒酒业 90.00 10.00 



4 阜阳金种子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阜阳销售 100.00 — 

5 合肥金种子商贸有限公司 金种子商贸 40.00 60.00 

6 安徽颍上县金种子酒业有限公司 颍上酒业 100.00 — 

7 太和县金种子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太和金种子 100.00 — 

8 安徽金之晟传媒有限公司 金之晟传媒 100.00 — 

9 安徽大金健康酒业有限公司 大金健康 100.00 — 

上述子公司具体情况详见本附注七“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2）、合并范围发生变更的说明 

本年合并范围无变化。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3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