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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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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钱肖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傅武翔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任兴

祥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4,811,671,602.77 4,980,821,935.81 -3.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4,233,187,923.56 4,187,022,955.16 1.1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91,086,152.46 -16,172,275.30 -1,081.5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65,692,155.10 630,083,551.30 -41.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6,387,036.29 70,395,578.15 -34.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096,363.18 69,554,974.86 -39.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0 1.72 减少 0.6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9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9 -33.3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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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8,903.4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

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789,627.0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3,355.7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4,038,904.11 理财产品 

所得税影响额 -1,275,598.83  

合计 4,290,673.11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0,57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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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624,117 41.39 0 无 0 

国有法

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23,198,500 2.87 0 无 0 

国有法

人 

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保险产品 
18,503,988 2.29 0 无 0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14,998,189 1.86 0 无 0 其他 

卞策 14,859,853 1.84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兰克林国海弹性市

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043,045 1.37 0 无 0 其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兰克林国海中小盘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8,098,966 1.00 0 无 0 其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兰克林国海基本面优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099,883 0.75 0 无 0 其他 

吴玉芳 4,691,200 0.58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4,147,291 0.51 0 无 0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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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 334,624,117 人民币普通股 334,624,11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23,198,500 人民币普通股 23,198,500 

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保险产品 
18,503,988 人民币普通股 18,503,988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14,998,189 人民币普通股 14,998,189 

卞策 14,859,853 人民币普通股 14,859,85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兰克林国海弹性市值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1,043,045 人民币普通股 11,043,04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兰

克林国海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8,098,966 人民币普通股 8,098,96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兰

克林国海基本面优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6,099,883 人民币普通股 6,099,883 

吴玉芳 4,691,200 人民币普通股 4,691,2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147,291 人民币普通股 4,147,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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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530,088,705.12 750,679,020.99 -29.39 
主要系本期支付货款

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169,886,104.29 108,819,719.49 56.12 
主要系本期应收销售

款增加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2,719,580.25 18,213,364.00 -85.07 
主要系本期票据减少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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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账款 280,131,434.98 413,350,667.78 -32.23 
主要系本期支付货款

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70,817,202.73 123,416,382.01 -42.62 
主要系本期销售实现

所致 

应交税费 65,288,516.03 94,309,787.68 -30.77 
主要系本期缴纳税款

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365,692,155.10 630,083,551.30 -41.96 
主要系本期受疫情影

响收入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 210,820,897.11 385,997,639.80 -45.38 

主要系本期受疫情影

响收入减少相应成本

减少所致 

税金及附加 16,328,840.84 25,245,132.33 -35.32 

主要系本期受疫情影

响收入减少相应税金

及附加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59,306,059.81 102,844,066.62 -42.33 

主要系本期受疫情影

响广告及业务宣传费、

销售返利及促销费减

少所致 

财务费用 -3,927,977.84 -1,604,281.91 -144.84 
主要系本期银行存款

利息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91,086,152.46 -16,172,275.30 -1081.57 

主要系本期受疫情影

响收入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5,299,405.35 -89,808,467.50 38.43 

主要系本期固定资产

投资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6,060,665.83 0.0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投资状元

红公司及收到非公开

发行股票对象的认购

保证金所致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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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20年2月24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拟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161,704,833股，募集1,141,636,120.98 元，在扣除

发行费用及相关中介机构费用后拟全部投入黄酒产业园项目（一期）工程，相关议案已经公司2020

年3月16日召开的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宜已获浙江省

国资委批复，尚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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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钱肖华 

日期 2020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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