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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96、200596                      证券简称：古井贡酒、古井贡 B               公告编号：2020-027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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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古井贡酒、古井贡 B 股票代码 000596、20059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叶长青 梅佳 

办公地址 安徽省亳州市古井镇 安徽省亳州市古井镇 

电话 （0558）5712231 （0558）5710057 

电子信箱 gjzqb@gujing.com.cn gjzqb@gujing.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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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519,621,000.62 5,988,112,999.09 -7.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24,936,604.36 1,248,316,314.01 -17.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007,918,868.52 1,165,870,979.10 -13.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41,638,100.64 1,041,733,748.83 124.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04 2.48 -17.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04 2.48 -17.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84% 16.71% -5.8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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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元） 15,329,688,946.81 13,871,297,363.16 1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213,648,368.80 8,944,111,764.44 3.0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5,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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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古井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3.89% 271,404,022  质押 114,000,000 

GAOLING 
FUND,L.P. 

境外法人 2.47% 12,446,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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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11,456,769    

CHINA INT'L 
CAPITAL 
CORP HONG 

KONG 
SECURITIES 
LTD 

境外法人 1.75% 8,808,452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63% 8,216,655    

UBS (LUX) 

EQUITY FUND 
- CHINA 
OPPORTUNIT

Y (USD) 

境外法人 1.40% 7,048,161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30% 6,543,6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新

兴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7% 5,399,890    

GREENWOOD

S CHINA 

ALPHA 
MASTER 

FUND 

境外法人 0.92% 4,614,326    

INDUS 

SELECT 
MASTER 
FUND, LTD. 

境外法人 0.74% 3,729,18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安徽古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他股东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

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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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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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20 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逐步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经济运行呈恢复性增长和稳步复苏态势。当前全球疫情依然在

蔓延扩散，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巨大冲击将继续发展演变，外部风险挑战明显增多，国内经济恢复仍面临压力。 

在公司董事会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2020年1-6月份，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5.20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7.82%；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0.25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7.89%，经营性现金净流量净额23.4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24.78%。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采取以下经营措施：一是防疫工作扎实有效，复工复产顺利进行；二是创新白酒销售新模式，

持续开展品牌宣传活动；三是持续加强质量管理专项检查，进一步完善质量管理体系；四是加强安全环保管理，确保公司生

产安全平稳有序；五是优化组织管理，强化党建作风建设。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根据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颁布了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企

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根据财政

部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

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

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

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公司自上述文件规定的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

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

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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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日开始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其

中新收入准则变更于 2020 年 1 月 1 日开

始执行。 

根据财政部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颁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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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号）

（以下简称“《修订通知》”），对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和《修订通知》的要求编制 2019

年度财务报表以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

表。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

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

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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