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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04                           证券简称：洋河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8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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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洋河股份 股票代码 00230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丛学年 陆红珍、孙大力 

办公地址 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凤汇大道 18 号 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凤汇大道 18 号 

电话 025-52489218 025-52489218 

电子信箱 yanghe002304@vip.163.com yanghe002304@vip.163.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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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5,998,582,862.74 14,542,579,775.61 1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581,705,663.68 5,004,991,771.22 1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208,985,988.23 4,685,619,293.86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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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10,063,762.35 1,658,765,767.11 -130.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3.7039 3.3212 11.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3.7039 3.3212 11.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53% 15.95%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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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85,902,343.20 49,563,767,816.22 -8.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4,710,859,469.76 33,644,530,266.23 3.1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8,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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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洋河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16% 514,858,939 0   

江苏蓝色同盟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44% 323,138,626 249,480,000   

上海海烟物流

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67% 145,708,137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7.10% 107,062,711 0   

上海捷强烟草
糖酒（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4.08% 61,455,475 0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13,790,044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85% 12,766,400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新

兴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7% 8,585,570 0   

兴元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客

户资金 

境外法人 0.53% 8,041,202 0   

中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

-005L-CT001

深 

其他 0.50% 7,512,24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不适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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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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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9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环境和愈加激烈的竞争形势，为追求长期的高质量发展，公司主

动进行了战略性调整，上半年业绩增速放缓，总体上呈稳健增长态势。报告期内，公司聚焦绵柔品质再升

级，持续推进品质革命，提升原酒绵厚度，深化绵柔机理应用，产品品质进一步升级；聚焦营销势能再蓄

积，围绕高端突破，强化渠道建设，打造明星终端，在调整中稳步向前；聚焦品牌势能再攀升，积极开展

消费者互动体验，事件营销和社群营销持续发力，梦之蓝品牌高度凸显，品牌价值进一步放大；聚焦基础

管理再夯实，知识管理更加系统，机制自发更加主动，长效管理固本增效，全员改进保量提质，增收节支

扎实推进，管理配套力进一步强化。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9.99亿元，同比增长10.01%；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5.82亿元，同比增长11.52%。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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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

—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按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列报金融工具相关信息，

不对比较财务报表追溯调整，此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已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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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本期控股子公司江苏冠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进行清算注销，2019年2月12日取得苏州市相城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公司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自2019年3月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2、本期控股子公司江苏欧堡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进行清算注销，2019年1月3日取得南京市江北新区

管理委员会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司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自2019年2月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

的合并范围。 

3、本期控股子公司江苏洋河包装有限公司进行清算注销，2019年2月2日取得宿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公司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自2019年3月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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