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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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贾光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锡金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

锡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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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2,019,782.69 3,643,891,060.02 -1.4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800,322,232.23 2,826,233,274.58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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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172,630.00 -168,317,140.86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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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71,366.34 288,664,870.21 -3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6,209,954.17 8,981,112.20 -39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33,330,468.75 6,591,328.69 -605.67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93 0.38 下降 1.3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398 0.0162 -345.6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398 0.0162 -34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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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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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15,515.88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559,129.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

出 

81,214.8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41,300.32   

所得税影响额 -1,194,044.83   

合计 7,120,5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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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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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金种子集团有限公司 178,257,084 27.10  无  国有法人 

付小铜 35,398,230 5.38 35,398,230 无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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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33,628,318 无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20,731,200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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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17,699,115 无  未知 

陕西柳林酒业集团有限公司 15,296,159 2.33 15,296,159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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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95,537 1.40  无  未知 

陈浩勤 5,052,522 0.91  无  境内自然人 

孔庆国 2,369,700 0.43  无  境内自然人 

都成洪 2,082,801 0.37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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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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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金种子集团有限公司 178,257,084 人民币普通股 178,257,08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731,200 人民币普通股 20,73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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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95,537 人民币普通股 7,795,537 

陈浩勤 5,052,522 人民币普通股 5,052,522 

孔庆国 2,369,700 人民币普通股 2,369,700 

都成洪 2,082,801 人民币普通股 2,082,801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0,524 人民币普通股 2,020,524 

梁震 2,0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10,000 

江强明 1,983,800 人民币普通股 1,983,800 

吴凡青 1,823,300 人民币普通股 1,82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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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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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目  报告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率（%） 增减原因 

应收账款      114,280,524.36  58,350,460.22  95.85  
报告期药类销售应收货款增

加。 

应收款项融资       17,310,295.73       30,674,231.78  -43.57  
报告期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兑

现。 

预付款项       26,406,469.59       17,089,330.84  54.52  
报告期预付药品及原材料采

购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1,303,045.39          961,123.91  35.58  报告期备用金借款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8,652,420.33  
13,455,676.20  

-35.70  
报告期待抵扣增值税较上年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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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票据       20,000,000.00       35,900,000.00  -44.29  
报告期银行承兑汇票到期还

款。 

预收款项 
 

    112,405,850.65  -100.00 

报告期会计政策变更，预收

账款转入“会同负债”、“其

他流动负债”所致。 

合同负债 76,166,074.12  100.00 报告期会计政策变更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9,901,589.63  100.00 报告期会计政策变更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4,231,184.89  26,783,406.24  -46.87  报告期支付跨期职工薪酬。 

 

 

3.1.2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率（%） 增减原因 

 营业收入  193,571,366.34  288,664,870.21  -32.94  报告期销售收入下降。 

 营业成本  

     

125,459,447.60  

     

157,119,797.11  
-20.15  

报告期销售下降相应生产成本下

降。 

 税金及附加  

      

21,501,331.93  

      

31,598,026.39  
-31.95  报告期较上年同期计提税费减少。 

 管理费用  

      

35,660,952.75  

      

29,123,135.70  
22.45  报告期工资薪酬、折旧等费用增长。 

 研发费用  

       

1,190,218.93  

       

6,454,982.08  
-81.56  报告期研发投入下降。 

 财务费用  

     

-10,299,050.66  

      

-7,533,247.03  
不适用 报告期确认存款利息收入增加。 

 其他收益  

       

8,600,889.06  

       

3,246,270.53  
164.95  

报告期政府补助摊销的递延收益增

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559,129.00    
不适用 报告期理财收益增加。 

 营业外收入  

          

85,567.81  

         

174,367.79  
-50.93  

报告期收到赔偿款等较去年同期减

少。 

 营业外支出  

          

17,246.15  

         

171,445.21  
-89.94  

报告期固定资产报废损失较去年同

期减少。 

 所得税费用  

          

41,724.33  

       

4,754,451.00  
-99.12  报告期确认所得税费用减少。 

 

 

3.1.3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项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率（%） 增减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2,172,630.00  -168,317,140.86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6,292,489.15  26,647,971.16  -123.61  上年同期收到拆迁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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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净额 款 4000 万。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920,345.00  6,000,000.00  -17.99  

报告期回收票据保证金

49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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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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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贾光明 

日期 2020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