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公司代码：600543                                                  公司简称：莫高股份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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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李开斌 因公未出席 姚革显 

董事 魏国斌 因公未出席 牛彬彬 

 

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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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8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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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高股份 60054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晓宇 杨敏超 

办公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638

号兰州财富中心23层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638号兰

州财富中心23层 

电话 0931-8776219 0931-8776209 

电子信箱 552358496@qq.com 454461055@qq.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为葡萄种植及葡萄酒生产、销售，生产基地位于甘肃武威，始建于 1981

年。在甘肃武威建成了莫高庄园和莫高生态酒堡，在兰州建成集研发、生产、参观、旅游、文化

培训为一体的莫高国际酒庄，在北京、深圳、西安、兰州等地建成集展示、品鉴、消费、文化功

能为一体的莫高城市酒堡。 

（二）经营模式： 

公司葡萄酒产业按照“酿造葡萄种植——葡萄酒生产——销售的一体化庄园式”模式经营。 

1、种植模式：公司采取“单品区划，单品采摘，单品压榨，单品发酵”的种植模式，即单一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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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种植，以保证品种的纯度；单一品种单一采摘，以保证葡萄的纯度；单一品种单一压榨，以

保证原汁的纯度；单一品种单一发酵，以保证原酒的纯度。 

2、生产模式：公司葡萄酒生产体系形成莫高庄园和莫高国际酒庄“双引擎”格局，坚持自主研发，

按照“生产一代，研究一代，构思一代”模式形成独特产品体系，现已开发出干红、干白、冰酒、

白兰地等七大系列 200 多个产品，通过了“中国绿色食品认证”和“中国有机产品”认证。 

3、销售模式：公司采取直销和经销的销售模式，实施“全国化”战略。销售管理模式形成了“543”

市场、组织、管理架构。 

（三）行业情况： 

葡萄酒产业是国际公认的绿色朝阳产业，是国家酒类重点发展方向。葡萄酒产业是集农业、工业

和现代服务业于一体，并与文化、旅游等产业相互融合的新兴产业。 

一是产品市场潜力巨大，但竞争日趋激烈。近年来，人民生活质量提高，健康意识增强，葡萄酒

文化得以传播普及，国内葡萄酒市场迅速扩大。巨大的市场潜力，使国内企业不断扩大产能，根

据国际葡萄及葡萄酒组织(OIV)公布的数据，中国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西班牙。

同时，葡萄酒进口关税持续降低甚至零关税，进口总量将持续增长。国产葡萄酒产能不断扩大和

葡萄酒进口总量的不断增长使得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二是消费者结构发生转变，消费趋向成熟理性。规模性消费市场发生转变，传统葡萄酒消费的主

要市场丧失主体地位，中国葡萄酒市场逐渐复苏并将持续稳定增长。大众消费市场触底反弹，新

兴消费群体不断壮大，消费观念趋于理性，葡萄酒市场的利润率近一步缩减，高性价比产品的市

场比例增大。 

三是营销模式多样化，葡萄酒电商迅猛发展。高速垂直发展的互联网经济突破了传统经济范畴，

互联网带来的体验、专属、定制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定制化、预售化、零库存化等模式构筑

起了新的营销体系。庞大的网民规模、成熟的网购体验、高效的物流配送机制、价格透明度高、

选择空间大等优势让葡萄酒网络销售迅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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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1,288,065,713.77 1,307,448,185.08 -1.48 1,310,386,191.42 

营业收入 231,083,125.02 225,530,443.86 2.46 211,862,249.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7,246,386.32 24,091,911.28 13.09 20,328,588.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656,104.11 23,581,053.11 -8.16 20,367,866.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151,680,512.69 1,124,434,126.37 2.42 1,100,342,215.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0,280,594.95 60,273,929.83 -82.94 42,746,132.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8 0 0.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8 0 0.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39 2.17 增加0.22个百分点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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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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66,041.87 31,506,184.63 37,154,425.07 92,256,473.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229,254.31 240,623.60 5,991,142.55 6,785,365.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4,035,664.29 73,981.26 5,757,017.16 1,789,441.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4,938.98 9,845,540.19 1,141,969.87 -971,854.09 

注：1.葡萄酒销售受季节性影响比较大，第一、四季度为销售旺季，占到全年销售收入的 70%，

第二、三季度为销售淡季，占到全年销售收入的 30%。 

    2.2017 年的原料款推迟至 2018 年 1 月兑付，2018 年的原料款已于当年第四季度兑付，导致

2018年第一季度和第四季度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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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9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7,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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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0 45,819,636 14.27 0 无 0 国有法人 

甘肃黄羊河农工商（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0 42,729,215 13.31 0 无 0 国有法人 

西藏华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0 32,332,874 10.07 0 质押 28,85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甘肃省农垦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 
0 19,687,266 6.13 0 无 0 国有法人 

宁波宏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 15,953,849 4.97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华软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0 15,906,273 4.95 0 质押 15,906,273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永新华韵文化产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720,000 14,159,777 4.41 0 质押 14,159,7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北京刚乾腾旭投资有限公司 7,865,149 7,865,149 2.45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易武 -600,000 4,781,042 1.4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0 3,307,900 1.03 0 无 0 国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甘肃黄羊河农工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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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说明 省农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和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一致行动人，上

述四家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华软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西藏华富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永新华韵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宁波宏创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上述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公司未知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是否是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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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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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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加大市场销售。一是持续推进市场建设。参加各种节会，围绕区域市场精准招商。精耕细做

省内市场，不断延伸市场网络，拓宽销售渠道。持续开拓省外市场，加大市场建设力度，网络建

设更加细密。二是加强电商平台销售。加强对电商平台的管理和监控，增加电商销售平台。开展

微营销，扩大社区营销、微圈营销。加大电商销售力度，丰富电商销售产品，加大促销力度。（3）

体验营销促进销售。继续开展“游莫高酒堡、国际酒庄，品莫高葡萄美酒”大型活动，起到了非

常好的宣传效果，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力，拓宽了销售渠道。 

（2）优化产品结构。一是提升核心产品优势。继续集中精力打造黑比诺干红、冰酒两个核心产品，

在葡萄种植、产品研发、产品推广、终端销售等方面重点向核心产品倾斜，进一步加大投入，黑

比诺和冰酒在全国的市场知名度和美誉度持续提升。二是产品结构持续优化。针对市场环境和行

业形势，适应市场需求，开发性价比高的大众消费产品，继续调整产品销售结构和推广方向，大

力推广中端、中低端产品，加大订制产品开发力度。全年开发 2018款起泡酒、187ml小莫干红、

5L黑比诺有机干红等 5款新产品，开发天露冰白、10年老树龄蛇龙珠干红等 35 款专供订制产品。 

（3）提升品牌形象。一是加大品牌宣传力度。围绕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两大支点，持续抓好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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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和品牌落地。二是持续提升品牌价值。2018年 1月在中国优质葡萄酒挑战赛上，莫高黑比诺

桃红葡萄酒获金玫瑰奖，莫高霞多丽干白获新酒优胜奖。9月在 2018国际领袖产区葡萄酒质量大

赛上，莫高葡萄酒荣获“2018 国际领袖产区葡萄酒质量大赛优质奖”。在“华樽杯”第十届中国

酒类品牌价值 200 强暨首届全球酒类品牌价值 100 强评议活动中，莫高葡萄酒连续六年荣获“中

国葡萄酒品牌价值第三”，品牌价值升至 160.65亿元。莫高核心产品黑比诺独立品牌价值 101.19

亿元，位列“全球葡萄酒八强品牌”。三是终端推广促进品牌落地。坚持走出去战略，推动品牌落

地生根。利用北京、深圳、西安、兰州莫高城市酒堡展示展览、品鉴品评等功能，提升品牌形象、

促进市场销售。 

（4）增强创新力度。一是积极申请科技项目。报告期，公司与甘肃农业大学合作开展的《甘肃河

西走廊产区葡萄酒品质提升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葡萄抗寒砧木筛选与嫁接苗抗寒栽培技术集

成示范》两个项目均获得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二是积极申报专利。酒厂取得授权实用新型专

利 6项、外观专利 3项。 

（5）抓好项目建设。一是抓好莫高城市酒堡建设。为进一步推动全国化战略，加快华南、华北市

场开发，促进品牌落地推广，培育消费者，传播葡萄酒文化，投资 2 亿元建设深圳莫高城市酒堡

和北京莫高城市酒堡。二是抓好 2 万吨生物降解母粒及制品加工项目的生产运营工作。三是抓好

新建年产 2 万吨生物降解聚酯新材料项目前期工作。报告期，完成项目可研报告及批复；完成项

目法人单位甘肃莫高聚和环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工商注册登记，注册资本 1.5 亿元，注册地永

昌县东部开发区莫高阳光厂区；在永昌县发展和改革局完成投资项目备案工作。项目环评、安评、

施工设计等工作按照进度安排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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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孙、子公司共 13 户，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 1户，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