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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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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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容诚审字[2020]230Z1661

号），2019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204,497,795.95元，依照《公司章程》规定提

取法定盈余公积金0元，截至 2019年12月31日，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756,894,266.10 

元。 

    报告期，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204,497,795.95 元，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为-174,927,554.72 元，符合《公司章程》不实施现金分红的条件。同时，鉴于公司的实

际经营情况，公司拟 2019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股，本年度未分配利润全部结转至下年度。 

    公司本年度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该预案需提交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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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二）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 “以销定产”，基本以“订单+合理库存”来制定生产计划，根据销售公司的要货计划，

然后下达生产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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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行业情况说明 

    白酒行业从 2019 年开始进入新的发展周期，在白酒生产和销售方面存在多方面特点。 

    1、白酒生产方面，首先，白酒品质有了大幅提升和改进；其次，在生产工艺和质量改进提升

上，更强化了对生产过程的管理；第三，虽然白酒是传统产业，但企业对技术创新提出了新的要

求。 

    2、白酒销售方面，酒企利用大数据、云计算进行智慧营销，精准定位消费群体，已从粗放式

营销进入精细化营销、智慧化营销阶段。同时，酒企用服务理念引领，改变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

服务理念、服务质量大大提升。三是白酒行业从竞争走到了竞合阶段。酒企之间在市场、渠道上

相互借鉴。 

    2020 年白酒市场预计总体比较平稳，一线名优白酒企业将取得更好的业绩，占领更大的市场，

但相当多的规模以上企业会面对更加残酷的生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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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3,643,891,060.02 3,194,700,354.64 14.06 3,133,971,822.77 

营业收入 914,102,046.44 1,314,564,521.07 -30.46 1,290,154,269.2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04,497,795.95 101,888,832.38 -300.71 8,189,818.8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28,352,014.31 17,640,820.94 -1,394.45 -2,503,193.3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826,233,274.58 2,341,663,255.77 20.69 2,247,445,643.53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74,927,554.72 -184,290,361.92   -248,481,677.2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3 0.18 -283.33 0.0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33 0.18 -283.33 0.01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8.68 4.43 减少13.11个百

分点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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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664,870.21 217,733,704.79 186,858,927.03 220,844,544.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981,112.20 -40,764,474.39 -39,823,366.62 -132,891,06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6,591,328.70 -42,415,756.39 -42,364,821.45 -150,162,765.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68,317,140.86 -9,621,866.90 5,189,661.75 -2,178,2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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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3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2,10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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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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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数量 股份 

状态 
数量 

安徽金种子集团有限

公司 

0 178,257,084 27.10   无   国有

法人 

付小铜 35,398,230 35,398,230 5.38 35,398,230 无   未知 

新华基金－工商银行

－新华基金－金种子

1号资产管理计划 

33,628,318 33,628,318 5.11 33,628,318 无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0 20,731,200 3.15   无   国有

法人 

新华基金－工商银行

－新华基金－金种子

2号资产管理计划 

17,699,115 17,699,115 2.69 17,699,115 无   未知 

陕西柳林酒业集团有

限公司 

15,296,159 15,296,159 2.33 15,296,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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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5,011 8,372,537 1.27   无   未知 

陈浩勤 0 5,052,522 0.77   无   未知 

梁震 4,065,200 4,065,200 0.62   无   未知 

都成洪 -1,400 2,082,801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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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小铜与陕西柳林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新华基金-金种子 1号资产管理计划与新华基金-金种子 2号

资产管理计划为一致行动人。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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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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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102,046.44 元，同比下降 30.46% ，本年度营业利润为

-133,474,040.66元，本年度发生亏损，净利润为-203,756,194.32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204,497,795.95元。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减少，营业利润下滑且业绩亏损的主要原因如下: 

    1、白酒行业消费升级趋势进一步显现，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公司生产的酒类主要为中低端产

品，虽然也进行了中高端产品的布局，但由于布局时间较晚，基础较为薄弱，尚未能大规模的占

领市场，因此 2019 年酒类销售收入下滑较为明显，由 2018 年度的 87,574.90 万元下滑到 2019

年度的 51,124.32 万元，下降比例达 41.62%，同时酒类毛利率由 61.42%下滑到 57.30%，进一步

影响了公司利润水平； 

    2、公司的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均较为刚性，综合造成了公司 2019年业绩亏损； 



    3、按照谨慎性原则，对相关亏损主体暂时性差异不再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使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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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4月 30日，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 号），要求对已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

应按如下规定编制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增加

“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

据和应收账款等；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利润表中在投资收益项目下增加“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的明细项目。 

    2019年 9月 19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

（财会【2019】16号），与财会【2019】6号配套执行。 

    本公司根据财会【2019】6 号、财会【2019】16 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比较报表，并采

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财政部于 2017年 3月 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订）》（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

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 号），于 2017 年 5

月 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 号）（上

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

则。本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执行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

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

（财会【2017】9号），于 2017年 5月 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14 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

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详见十一节五、10。 

    于 2019年 1月 1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按照



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进行追溯调整，将金融工具原账面

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 2019 年 1 月 1 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2019 年 1

月 1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同时，本公司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2019年 5月 9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

号），根据要求，本公司对 2019年 1月 1 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本准则

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于 2019

年 6月 10日起执行本准则。 

    2019年 5月 16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

根据要求，本公司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年 1月 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于 2019年 6月 17日起执行本准

则。 

    上述会计政策的累积影响数如下： 

    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相应调整 2019年 1月 1日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账

面价值 144,630,297.54元、递延所得税负债 28,744,996.86 元。相关调整对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

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影响金额为 115,885,300.68元，其中未分配利润 29,650,310.10元，

其他综合收益 86,234,990.58 元。本公司母公司财务报表相应调整 2019年 1月 1 日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账面价值 144,630,297.54元、递延所得税负债 28,744,996.86元。相关调整对本公司合并财

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影响金额为 115,885,300.68 元，其中未分配利润

29,650,310.10元，其他综合收益为 86,234,990.58 元。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分别经本公司于 2019 年 4月 2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

2020年 4月 2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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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安徽金种子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物联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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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 

本报告期内新增子公司： 

序  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报告期间 纳入合并范围原因 

1 安徽金种子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物联科技 2019 年度 
2019 年度新设子公

司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