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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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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所有董事以通讯或传阅方式审议了本次季报。 

三、公司负责人曾从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罗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罗

军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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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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757,067,719.93 86,094,265,733.09 7.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9,432,083,787.67 63,487,270,080.56 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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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50,587,240.24 27.10% 37,101,632,092.99 26.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207,909,936.35 34.55% 12,543,547,315.61 32.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212,022,218.38 36.21% 12,606,370,480.64 33.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6,191,322,654.60 317.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26 34.53% 3.232 30.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26 34.53% 3.232 30.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3% 增加 0.65 个百分点 18.57% 增加 2.5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484,082.5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5,704,198.5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3,729,649.3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4,461,392.4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0,00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24,424,550.0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746,088.02  

合计 -62,823,165.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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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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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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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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21% 1,366,548,020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63% 761,823,34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7.57% 293,875,315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2.38% 92,385,93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4% 40,19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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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5% 32,935,271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 
其他 0.61% 23,696,280 23,696,280   

国泰君安证券资管－中国银行－国泰君安君

享五粮液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50% 19,414,047 19,414,04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消费行

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7% 14,341,10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中小盘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3% 12,650,900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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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366,548,020 人民币普通股 1,366,548,020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761,823,343 人民币普通股 761,823,34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93,875,315 人民币普通股 293,875,315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92,385,936 人民币普通股 92,385,93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0,192,100 人民币普通股 40,19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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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005L-CT001 深 
32,935,271 人民币普通股 32,935,27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消费行业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4,341,107 人民币普通股 14,341,10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中小盘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2,650,900 人民币普通股 12,65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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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24,234 人民币普通股 11,624,234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11,231,300 人民币普通股 11,231,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在公司前 10名股东中，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系宜宾市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余流通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一致行动

人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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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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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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原因分析 

应收账款 182,770,466.78  127,331,336.97 55,439,129.81 43.54% 注1 

预付款项 570,363,234.24  220,916,820.64 349,446,413.60 158.18% 注2 

其他应收款 1,408,365,887.86  871,770,375.85 536,595,512.01 61.55% 注3 

其中：应收利息 1,352,413,592.68  840,888,887.75 511,524,704.93 60.83% 注3 

在建工程 599,246,667.29  351,993,452.86 247,253,214.43 70.24% 注4 

其他非流动资产 123,586,619.84  51,231,242.34 72,355,377.50 141.23% 注5 

其他应付款 3,399,485,401.77  2,585,355,687.52 814,129,714.25 31.49% 注6 

合并利润表项目 本年发生额 去年发生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原因分析 

销售费用 4,042,574,571.39  3,077,131,771.98 965,442,799.41 31.37% 注7 

营业利润 17,478,778,658.39  13,178,208,219.97 4,300,570,438.42 32.63% 注8 

营业外收入 16,752,309.74  48,585,360.64 -31,833,050.90 -65.52% 注9 

营业外支出 141,697,784.70  36,430,550.34 105,267,234.36 288.95% 注10 

利润总额 17,353,833,183.43  13,190,363,030.27 4,163,470,153.16 31.56% 注8 

所得税费用 4,227,634,553.69  3,226,898,087.01 1,000,736,466.68 31.01% 注11 

净利润 13,126,198,629.74  9,963,464,943.26 3,162,733,686.48 31.74% 注11 

持续经营净利润 13,126,198,629.74  9,963,464,943.26 3,162,733,686.48 31.74% 注1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2,543,547,315.61  9,494,416,489.82 3,049,130,825.79 32.11% 注11 

综合收益总额 13,126,198,629.74  9,963,464,943.26 3,162,733,686.48 31.74% 注1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

总额 

12,543,547,315.61  9,494,416,489.82 3,049,130,825.79 32.11% 注11 

基本每股收益 3.232  2.470  0.762  30.85% 注12 

稀释每股收益 3.232  2.470  0.762  30.85% 注12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年发生额 去年发生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原因分析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42,324,123,606.97  26,438,870,647.47 15,885,252,959.50 60.08% 注13 

收到的税费返还 18,883,922.30  4,336,017.86 14,547,904.44 335.51% 注1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3,605,406,681.10  27,499,459,324.02 16,105,947,357.08 58.57% 注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191,322,654.60  3,876,870,034.45 12,314,452,620.15 317.64% 注13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36,000,000.00 -36,000,000.00 -100.00% 注15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5,534,655.02  5,270,982.83 10,263,672.19 194.72% 注16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534,655.02  41,270,982.83 -25,736,327.81 -62.36% 注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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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459,724,888.58  266,963,573.64 1,192,761,314.94 446.79% 注17 

投资支付的现金 9,800,000.00    9,800,000.00 不适用 注18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469,524,888.58  266,963,573.64 1,202,561,314.94 450.46% 注1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53,990,233.56  -225,692,590.81 -1,228,297,642.75 不适用 注17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813,717,926.36 -1,813,717,926.36 -100.00% 注19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

现金 

  980,000.00 -980,000.00 -100.00% 注2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813,717,926.36 -1,813,717,926.36 -100.00% 注21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7,245,046,962.56  5,409,549,048.53 1,835,497,914.03 33.93% 注22 

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

利润 

646,313,354.06  363,458,642.03 282,854,712.03 77.82% 注23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245,046,962.56  5,409,549,048.53 1,835,497,914.03 33.93% 注2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45,046,962.56  -3,595,831,122.17 -3,649,215,840.39 不适用 注2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492,322,934.58  55,729,478.28 7,436,593,456.30 13344.09% 注25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6,452,371,832.53  40,647,532,884.06 15,804,838,948.47 38.88% 注26 

原因分析： 

注1：主要系本年非酒类产品业务形成的应收账款增加； 

注2：主要系本年非酒类产品业务购置原材料等预付款项增加； 

注3：主要系公司定期存款结构变化导致存款利率上升及资金总额增加综合影响； 

注4：主要系公司加快推进“30万吨陶坛陈酿酒库一期工程”等项目，工程投入增加所致； 

注5：主要系公司数字化转型升级支付的软件购置进度款增加所致； 

注6：主要系公司加强管理收取的保证金增加及暂未支付的预提费用增加所致； 

注7：主要系公司营销系统转型升级加大终端投入所致； 

注8：主要系本年公司开源、节流双驱动所致； 

注9：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的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较多所致； 

注10：主要系本年公司向“四川省五粮液慈善基金会”捐款1亿元，用于推动乡村振兴及精准扶贫项

目的落实； 

注11：主要系本年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注12：主要系本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增加所致； 

注13：主要系本年营业收入增加及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收现增加所致； 

注14：系本年实际收到的增值税即征即退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注15：系上年同期收到五粮液集团财务公司分红款0.36亿元； 

注16：系本年公司实际收到的资产处置款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注17：主要系本年购建固定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注18：系本年下属控股子公司精美公司出资设立联营企业宜宾嘉美智能包装有限公司； 

注19：系上年同期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完毕，收到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注20：系上年同期控股子公司环保公司设立四川省洁倍柯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收到少数股东投资； 

注21：主要系上年同期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完毕，收到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注22：系本年实施分红派息金额高于上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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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3：系本年控股子公司实施分红金额高于上年同期； 

注24：系本年实施分红派息金额高于上年同期及上年同期收到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综合影响所

致； 

注25：主要系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所致； 

注26：主要系上年同期末至本报告期末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正数逐渐累计的结果，即公司

现金流态势持续向好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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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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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7 月 03-05 日（香港） 沟通交流 机构 

2019 年 07月 05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9 年 07月 12日（上海） 沟通交流 机构 

2019 年 07月 16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9 年 07月 22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9 年 07月 30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9 年 09月 06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9 年 09月 10-12 日（香港） 沟通交流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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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09月 11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9月 12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9 年 09 月 15-23 日 

（英国、荷兰、法国） 
沟通交流 机构 

2019 年 09月 16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9 年 09月 18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9 年 09月 23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9 年 09月 26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9年 09月 27日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实地调研 机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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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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