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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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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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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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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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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白干酒 600559 裕丰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勇 刘宝石 

电话 0318-2122755 0318-2122755 

办公地址 河北省衡水市高新区振华新路酒都

大厦 

河北省衡水市高新区振华新路酒都

大厦 

电子信箱 hslbg@hengshuilaobaigan.net hslbg@hengshuilaobaigan.net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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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3,449,671.15 6,273,298,252.43 -7.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270,978,708.62 3,288,567,655.10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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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13,892,096.74 -178,814,917.07   

营业收入 1,493,087,745.86 1,959,256,977.12 -23.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17,299,563.41 194,043,837.49 -39.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6,013,908.94 182,966,483.68 -42.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50 6.40 减少2.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3 0.22 -40.9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3 0.22 -40.91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05,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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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河北衡水老白干酿酒（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5.63 229,994,032 0 无 0 

佳沃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 6.11 54,797,133 16,439,140 质押 42,151,640 

北京航天产业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其他 1.90 17,056,736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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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88 16,909,290 0 未知 0 

衡水京安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 1.88 16,835,000 0 无 0 

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

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 

其他 1.76 15,779,389 0 无 0 

西藏君和聚力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1.42 12,766,663 4,124,839 无 0 

鹏华基金－工商银行－鹏

华基金增发精选 1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04 9,300,000 0 无 0 

汇添富基金－工商银行－

汇添富－定增盛世添富牛

其他 0.99 8,870,376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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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号资产管理计划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67 6,046,504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老白干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董事

汤捷为佳沃集团有限公司下属控股上市公司佳沃农业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西藏君和聚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为原佳沃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管理团队的持股公

司，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为公司员工持股。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收购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上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及国内外市场环境变化给白酒行业带来的不利影响，公司迎难而

上，以打造“中国白酒一流企业”为目标，以顾客价值为核心，不断优化管控模式，实施全员绩

效管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壮大公司的整体优势，加快营销体制改革，不断激活组织活力，

实现了持续、健康、稳健的发展。 

1. 以顾客价值为核心，坚持顾客价值导向，适应顾客价值趋势，最大限度满足消费者价值需

求。以市场为重，客户为先，从技术、质量、采购、生产调度等各方面向市场端前移，关注消费

趋势，倾听顾客声音，进一步贴近顾客，贴近市场。在产品研发和管理上持续加大投入力度，不

断发挥香型优势与特点，产品特色和消费需求深度匹配。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做好产品，坚持走

高质量发展之路，强化全员市场意识，着力提升顾客满意度，通过多维度的品牌传播，不断提升

产品品牌的美誉度。 

2. 不断优化管控模式，以财务管理为中心，把财务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纲”，充分发挥财

务管理带动各项管理的综合与组织作用，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主线，把财务管理贯穿于企业管理的

各个环节，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通过强化对下属子公司的战略、财务、人力资源管理，组织技

术、质量、营销等各方面的交流活动，推动公司间的文化融化。 

3. 实施全员绩效管理，继续深入推进卓越绩效模式，不遗余力提升公司管理水平。把公司战

略目标有效落实到每一业务、每一层级、每一员工。打造“考核导向明确、指标体系完整、激励

约束有效”的全员绩效管理运作体系，提升公司员工参与绩效管理的积极性，最终实现补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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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改进、强优势，提升公司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 

4.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壮大公司的整体优势。坚持项目建设与自有工艺技术相融合，在

自主创新基础上，做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集成创新，实现生产设施、体验营销、工业

旅游、酒文化传播协同落地，通过项目建设壮大公司整体优势。 

5. 加快营销改革，坚持顾客驱动，继续加强和消费者的互动与沟通，引领白酒市场的消费趋

势。通过名师讲堂、高端品鉴会等多种形式营造营销势能，创新营销手段，实施名酒走进名企战

略，推进“百强万企”工程,与广大战略联盟伙伴一起共创大业,合作共赢，保持和加强公司产品

在主要市场的核心竞争优势。通过加强品牌建设, 围绕目标消费群体,进行精准投放,提升品牌势

能，保持央视等平台的高空传播,并加大地面传播的力度,强化品牌氛围,抢夺消费者心智，实现公

司市场份额有效提升。 

6、成功举办了第二届衡水老白干酒文化节，在白酒行业首次采用“电视直播＋分会场联动＋

网络带货”的互动形式，线上直播引发 450余万名网友的同频观看，50个分会场和京东自营店、

京东官方旗舰店、天猫官方旗舰店三大线上平台同步销售，让观众感受衡水老白干酒传承千年匠

心、酿造美好生活的一场非凡的文化盛宴，全方位展示衡水老白干酒深厚的文化底蕴，传承千年

的酒文化和红色文化，极大的提升了公司品牌的美誉度和知名度。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493,087,745.86 1,959,256,977.12 -23.79 

营业成本 539,710,295.80 752,015,325.49 -28.23 

销售费用 452,123,351.05 512,782,600.69 -11.83 

管理费用 128,892,355.04 167,609,677.19 -23.10 

财务费用 6,782,062.88 -743,631.63  

研发费用 5,331,692.32 6,703,694.73 -20.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3,892,096.74 -178,814,917.0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0,391,352.16 -275,333,304.3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324,617.70 246,477,232.68 -131.37 

 

(1)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为公司利息支出增加、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为受疫情影响收入减少，现金回款

减少所致。 

(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为支付购买子公司款项及支付工程

款减少所致。 

(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为吸收投资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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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1. 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上年同期期末数 

上年同

期期末

数占总

资产的

比例（%） 

本期期末

金额较上

年同期期

末变动比

例（%）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835,143,168.22 14.47 1,266,751,234.82 20.19 -34.07 主要原因为公司经营活

动现金流减少所致 

应收票据 322,366,390.23 5.58 464,106,123.93 7.40 -30.54 主要原因为公司以票据

结算方式的销售减少所

致 

预付款项 138,933,194.51 2.41 207,952,660.11 3.31 -33.19 主要原因为公司预付土

地款转无形资产所致 

其他应收

款 

76,077,364.34 1.32 39,975,190.66 0.64 90.31 主要原因为公司应收备

用金、保证金及其他单位

往来款项增加所致 

长期待摊

费用 

5,716,957.21 0.10 8,451,517.06 0.13 -32.36 主要原因为长期待摊费

用摊销所致 

应付账款 278,071,303.20 4.82 402,232,497.27 6.41 -30.87 主要原因为与供应商结

算货款所致 

预收款项 - - 801,879,310.49 12.78 -100.00 主要原因为执行新收入

准则科目变化所致 

合同负债 618,916,245.07 10.72 - - - 主要原因为执行新收入

准则科目变化所致 

应付职工

薪酬 

90,079,669.40 1.56 138,862,976.37 2.21 -35.13 主要原因为丰联酒业支

付年初工资所致 

应交税费 179,810,801.30 3.11 387,392,068.28 6.18 -53.58 主要原因为公司应交消

费税、企业所得税减少所

致 

应付股利 63,500,530.67 1.10 41,004,425.87 0.65 54.86 主要原因为股东尚未支

取股利所致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2017年 7月 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

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要求在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本公司根据

上述准则及通知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详细内容请参见 2020年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表附注“44.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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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彦龙                

 

 

2020年 8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