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1 / 5 

 

公司代码：600573                                             公司简称：惠泉啤酒 

 

 

 

 

 

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2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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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翔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碧辉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报告期内经营情况回顾 

2020 年 1-9 月，面对疫情对啤酒行业的影响，公司坚持“筑根基、调结构、转观念、强执行”

经营思路，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公司聚焦重点市场建设，夯实市场基础；注重技术

创新，持续提升品质；不断进行产品、市场、渠道结构优化，有效提升产品和市场竞争力。报告期

内，公司强化企业管理，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在行业受疫情影响的情况下，实现销量、收入两位数

增长，利润的增长幅度明显超过销量增长幅度。2020 年 1-9 月份，公司实现啤酒销量 20.55 万千升，

同比增长 11.56%，实现营业收入 55,842.60 万元，同比增长 11.7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789.87 万元，同比增长 37.2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52.80 万元，同比增长 73.4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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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8,463,095.39 1,223,219,255.58 8.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68,328,769.68 1,137,930,033.66 2.67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4,457,763.21 109,075,139.16 50.77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558,426,005.30 499,513,783.22 11.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898,736.02 27,614,025.25 37.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527,989.36 19,912,739.12 73.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8 2.42 增加 0.86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1 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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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

末金额（1-9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41,545.26 -271,13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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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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2,295.16 3,321,245.16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6,082.19 1,351,260.2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000.00 20,760.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2,115.19 34,830.94 

所得税影响额 -695,331.84 -1,086,215.33 

合计 2,019,615.44 3,370,746.66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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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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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125,194,578 50.08  无  国有法人 

王晓茜 3,000,000 1.20  无  境内自然人 

刘存 2,440,800 0.98  无  境内自然人 

李明辉 1,395,000 0.56  无  境内自然人 

上海昀启投资有限公司－昀启投资

－私募学院菁英 69 号基金 
1,058,600 0.42  无  其他 

汤永安 994,400 0.40  无  境内自然人 

何元兴 965,000 0.39  无  境内自然人 

蒋龙福 850,000 0.34  无  境内自然人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600 0.32  无  国有法人 

上海明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明汯

价值成长 1 期私募投资基金 
793,661 0.32  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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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125,194,578 人民币普通股 125,194,578 

王晓茜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刘存 2,440,800 人民币普通股 2,440,800 

李明辉 1,39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95,000 

上海昀启投资有限公司－昀启投资－

私募学院菁英 69 号基金 
1,058,600 人民币普通股 1,058,600 

汤永安 994,400 人民币普通股 994,400 

何元兴 965,000 人民币普通股 965,000 

蒋龙福 8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50,00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6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600 

上海明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明汯价

值成长 1 期私募投资基金 
793,661 人民币普通股 793,66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

况；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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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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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163,422,670.87 647,789,455.09 -74.77 
主要是购买大额存单及结构性存款所

致。 

应收账款 1,025,637.00 - 100.00 主要是销售货物尚未收款所致。 

其他应收款 4,729,619.42 - 100.00 主要是计提大额存单的利息收入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640,000,000.00 3,443,157.68 18,487.59 
主要是购买大额存单及结构性存款在

途资金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69,925,021.57 31,366,543.23 122.93 主要是未付原材料款项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 7,429,119.09 -100.00 
主要是会计政策变更，预收账款与合同

负债重分类所致。 

合同负债 8,199,153.61 - 100.00 
主要是会计政策变更，预收账款与合同

负债重分类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901,574.09 1,179,210.85 61.26 
主要是应付职工薪酬的辞退福利增加

所致。 

应交税费 19,685,750.50 5,566,662.50 253.64 主要是未缴税金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37,478,876.79 26,379,615.29 42.08 
主要是保证金及代付项目未支付增加

所致。 

递延收益 8,637,648.94 173,750.00 4,871.31 主要是未确认递延收益增加所致。 

 
年初至报告

期末（1-9 月） 

上年初至上

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

增减(%) 
情况说明 

财务费用 -5,259,846.11 -834,098.40 -530.60 
主要是计提大额存单的利息收入增加

所致。 

投资收益 1,351,260.27 7,292,991.63 -81.47 
主要是购买银行理财减少,导致银行理

财收益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20,760.00 57,640.89 -63.98 
主要是上期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产生

收益所致。 

营业外支出 271,134.38 54,575.31 396.81 
主要是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损失等支

出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64,457,763.21 109,075,139.16 50.77 

主要是销售收入增加，导致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入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41,324,547.43 -478,093,011.79 -34.14 

主要是购买大额存单及结构性存款增

加，导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增加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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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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翔宇 

日期 2020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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