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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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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梁启朝、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丁兴贤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杨亚斌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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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565,557,604.42 3,105,501,655.25 -17.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70,070,410.57 1,995,586,297.42 3.73%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83,484,659.50 -25.59% 1,380,366,620.08 -22.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6,956,340.30 -3.58% 300,196,218.60 -17.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6,515,695.62 -4.06% 299,098,495.31 -17.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5,611,361.80 -6.36% -25,550,071.86 -123.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10.00% 0.28 -24.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10.00% 0.28 -24.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8% 增加 0.43 个百分点 14.79% 减少 3.2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362,698.0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3,469.55  

减：所得税影响额 369,041.9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402.41  

合计 1,097,723.3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4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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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68% 437,931,866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5.10% 54,897,34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54% 27,365,16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36% 25,393,65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2% 23,926,446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4% 14,400,00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3% 12,164,391    

上海申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华量

申毅 2 号私募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4% 5,800,042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三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3% 4,633,464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019L-CT001 深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0% 4,325,645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 437,931,866 人民币普通股 437,931,866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54,897,345 人民币普通股 54,897,34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7,365,163 人民币普通股 27,365,16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5,393,654 人民币普通股 25,393,65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3,926,446 人民币普通股 23,926,446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14,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400,00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12,164,391 人民币普通股 12,164,391 

上海申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华量申毅 2 号私募投资基金 5,800,042 人民币普通股 5,800,042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三组合 4,633,464 人民币普通股 4,633,464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19L-CT001 深 4,325,645 人民币普通股 4,325,64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东，公司控股股东万向三农集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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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与前 10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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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只知第六大

股东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第七大股东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同为全国社保基金管理公司，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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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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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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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存货 55,243,486.85 313,358,445.22 -82.37% 本期末原材料和产成品库存均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478,029.06 1,126,998.37 -57.58% 本期末未抵扣的进项税额减少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3,016,781.04 2,009,380.13 50.13% 本期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204,517.62 319,530.68 -35.99% 
本期末发生计入长期待摊的房屋租赁费减少所

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5,267,105.94 16,412,902.06 -67.91% 
本期期末可抵消的产品内部利润减少影响递延

所得税资产的减少所致。 

预收款项 0 665,504,266.84 -100.00% 本期末执行新收入准则所致。 

合同负债 36,205,199.28 0  本期末执行新收入准则所致。 

其他应付款 8,731,495.78 31,915,964.11 -72.64% 本期末应付销售费用的减少所致 

流动负债合计  406,765,656.33  1,023,044,707.34 -60.24% 主要为本期末合同负债减少所致 

负债合计  458,223,963.14  1,074,503,014.15 -57.35% 主要为本期末流动负债减少所致 

（2）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研发费用 7,013,538.89 11,701,257.60 -40.06% 本期投入研发费用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23,687,741.93 -17,104,688.90 -38.49% 本期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1,362,698.06 1,785,000.00 -23.66% 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1,007,400.91 -1,546,467.84 165.14% 根据审计后的数据进行重新调整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570.94 -39,087.82 -93.42% 本期计提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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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处置收益 0 -451,443.93 100% 本期处理固定资产损失减少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1,850,887.03 -241,485.10 866.46% 上期末未实现内部利润本期实现所致 

利润表 2020 年（7-9 月）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税金及附加 4,042,956.61 5,988,123.96 -32.48% 本期实现的增值税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45,101,139.65  124,508,115.95 -63.78% 本期广告费用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579,172.71 1,000,000.00 -42.08% 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9,304.68 -425,512.13 102.19% 本期收益增加所致 

（3）本报告期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929,213,257.85 1,385,009,240.15 -32.91% 本期预收货款减少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0,364,726.57 19,582,139.03 55.06% 本期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59,579,851.23 1,404,591,379.18 -31.68% 本期预收货款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550,071.86 110,169,346.17 -123.19% 本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0 294,259.50 -100.00% 本期没有处置固定资产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5,931,662.20 3,810,302.04 55.67% 本期固定资产购建支出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931,662.20 3,810,302.04 55.67% 本期固定资产购建支出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31,662.20 -3,516,042.54 -68.70% 本期固定资产购建支出增加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95,602,700.13 390,613,148.17 -49.92% 本期分配股利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25,602,422.97 390,613,148.17 -42.24% 本期分配股利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5,602,422.97 -390,613,148.17 42.24% 本期分配股利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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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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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诉王宝林、王秋敏等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 

1、诉讼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 日起诉王宝林、王秋敏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该案于 2020 年 4 月 13

日在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案号（2020）冀 08民初 25号。王宝林、王秋敏等二被告利用担任原

告公司核心管理人员的职务便利，以原告公司的名义，秘密与关联企业露露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后更

名为霖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汕头市高新区露露南方有限公司及香港飞达企业公司签订《备忘录》、

《补充备忘录》等关联交易合同，直接损害原告公司及其广大投资人的利益。本案公司诉求如下：（1）

确认二被告以公司名义秘密签订关联交易合同、处置公司股权、处置知识产权、分割市场、限制公司

产品生产和销售渠道的行为，构成公司董事实施的损害公司利益的关联交易；（2）判令二被告共同连

带赔偿关联交易给原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10,832.03 万元（商标侵权损失截止日为 2019年 12月 31

日，2020年后的商标侵权损失另行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对此，王宝林、王秋敏提出管辖权异议。随后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将本案转由汕头市中级人

民法院审理。公司不服，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2、报告期内诉讼进展 

公司于2020年9月30日收到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冀民辖终106号，裁定如

下： 

（一）撤销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冀08民初25号民事裁定； 

（二）本案由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后续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关诉讼进展，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诉霖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汕头高新区露露南方有限公司、香港飞

达企业公司、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一案 

1、诉讼基本情况 

2019年3月22日，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获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

院立案受理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起诉霖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汕头高新区露露南方有限公司、香港

飞达企业公司、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于2019年3月20日出具

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2019）冀民初28号]。 

原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备忘录》、《补充备忘录》是基于王宝林、王秋敏、杨小燕、林维义的

恶意共谋，秘密签订和伪造的合同文件。协议各方及其代表人，利用王宝林和王秋敏的职务便利，恶

意操纵露露集团公司与露露股份公司，通过《备忘录》、《补充备忘录》建立对汕头露露公司和香港飞

达公司的非法利益输送及其保护机制。原告为维护露露股份公司核心知识产权的完整性、产品市场的

统一性，为使露露股份公司运营符合上市公司的法定规范，决定提起本案诉讼。该案原告诉讼请求如

下：1、确认《备忘录》和《补充备忘录》无法律效力；2、判决霖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汕头高新区

露露南方有限公司共同赔偿经济损失13,504.18万元；3、判决第三人香港飞达企业公司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4、判决本案赔偿金归属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所有；5、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在诉讼受理期间，汕头露露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2019年5月23日，公司收到河北省高级人

民法院下达的民事裁定书（2019）冀民初28－1号，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裁定如下：驳回被告二

汕头高新区露露南方有限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随后，被告汕头露露公司上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1月，公司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终404号，裁

定如下：一、撤销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冀民初28-1号裁定；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应将本

案移送至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9 

2、报告期内诉讼进展 

本案于2020年6月10日、11日在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一审第一次开庭审理，2020年9

月10日、11日分别进行了一审第二次、第三次开庭审理，目前尚未判决。后续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关诉

讼进展，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公司与原告汕头高新区露露南方有限公司关于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纠纷一案 

1、诉讼基本情况 

公司与原告汕头露露公司关于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纠纷一案，于2018年8月1日由汕头市金平区人民

法院（以下简称“金平区法院”）立案受理。公司于2019年6月3日收到金平区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

粤0511民初1655号]。公司不服判决，于2019年6月13日上诉至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年1

月4日，公司收到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19）粤05民终7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2、报告期内诉讼进展 

公司认为一审二审法院判决有误，故无法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主要理由如下： 

（一）原审法院程序错误 

原审错误驳回《补充备忘录》真实形成时间的司法鉴定申请。 

（二）原审法院实体认识错误 

1、《备忘录》、《补充备忘录》是当事人之间的关联交易合同，原审判决为商标许可使用合同错误；

“商标授权使用许可”只是《备忘录》《补充备忘录》八项内容之一，属于关联交易合同具体内容之

一，法院对《备忘录》《补充备忘录》没有全面审查。 

2、露露南方公司没有“露露”注册商标的在先许可使用权利，原审判决认定《备忘录》、《补充

备忘录》系对其在先权利的确认不当。 

3、《备忘录》、《补充备忘录》是各方当事人恶意串通签订的无效合同，没有经过露露公司的意思

表示、违背公司意志签订。 

4、《备忘录》、《补充备忘录》签订后长期持续隐瞒、露露股份不知也未履行。主要表现在私下签

字、一直未公告、许可费长期未缴纳、独立董事问而不答。 

5、《备忘录》、《补充备忘录》约定的内容违反法律规定，损害了承德露露的合法权益，原审判决

错误认定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以及合理平衡了当事人的利益。 

6、长期存在的委托加工不是对《备忘录》、《补充备忘录》的履行行为，是正常的商业行为。不

属于实际履行的认可。原审法院实体认识存在错误。 

7、《备忘录》、《补充备忘录》没有实际履行，原审判决误把露露南方公司的侵权行为，以及王宝

林、王秋敏操控下所发布的虚假或重大误导性信息当作履行证据不当。 

（三）原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 

1、原审判决认为《备忘录》、《补充备忘录》签订时，我国公司法没有“禁止关联交易”的规定，

是对法律法规理解与适用的错误。我国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其他证券监管法规，从

不禁止公司关联交易，所禁止的是损害公司利益的关联交易。 

2、原审判决认为认定《备忘录》、《补充备忘录》的效力，应当仅适用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

排斥后续立法的适用，法律适用存在重大误区。 

综上，公司未履行生效判决履行的义务。申请执行人汕头高新区露露南方有限公司向金平区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金平区法院向公司下达《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20）粤0511执1449

号，责令公司立即履行生效判决文书所确定的全部义务。公司因一审二审判决有误无法执行，故向汕

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请求终止执行（2019）粤05民终713号《民事判决书》中关于许

可汕头高新区露露南方有限公司使用第570573号、第570574号、第7518767号和第6477542号注册商标

事项进行公告事项，并中止执行该商标许可的相关备案手续。汕头市金平区法院立案受理[案号列

（2020）粤0511执异62号]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书面审查，向公司下达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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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裁定书》（2020）粤0511执异62号，驳回异议人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的异议请求，并将公司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公司依法向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复议，目前处于异议审查阶段。 

3、影响及解决方案 

（1）一审二审判决对公司的影响 

此判决结果严重影响公司商标的完整性以及市场的统一性，导致公司商标被侵权使用，市场被分

割。所谓《备忘录》中确定汕头露露生产和销售的马口铁三片罐装型“露露”牌杏仁露的独家市场销

售区域为：广东、福建、广西、海南、江西、云南、贵州、湖南，并确定由汕头露露独家生产“露露”

牌复合纸软包装饮料产品并负责供应全国市场。公司若依据《备忘录》则不能在此八省销售“露露”

牌杏仁露，且不能在全国范围内生产和销售“露露”牌复合纸软包装饮料产品。 

汕头露露公司依据所谓的《备忘录》和《补充备忘录》，持续生产销售“露露”牌杏仁露，与公

司形成同业竞争，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发展，同时还阻碍公司开展再融资项目实施，严重损害公司的

经济利益和长远发展。 

（2）解决方案 

1.针对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出具的驳回执行异议裁定，承德露露已在法定期限内向汕头中级人

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2.由于承德露露认为该案一审、二审判决均存在错误，故承德露露已依法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受理，将于2020年10月26日举行听证程序，该听证结果将直接决定

本案件是否再审。如果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再审，承德露露将申请中止执行，并申请撤销失信。 

3.本案与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诉霖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汕头高新区露露南方有限公司、香港

飞达企业公司、河北省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一案，系重大损害公司利益的关

联交易案件。该案已于2020年9月10日、11日进行一审第二次、第三次开庭审理，尚未宣布判决结果。

若该案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胜诉，公司将申请中止执行，并向法院申请撤销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 日起诉王宝林、王秋敏损害

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该案于 2020 年 4 月 13 日在

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案号（2020）冀 08 民

初 25 号。对此，王宝林、王秋敏提出管辖权异议。

随后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将本案转由汕头市

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公司不服，向河北省高级人民

法院提出上诉。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收到河北

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冀民辖终

106 号，裁定本案由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管

辖。 

2020 年 10 月 09 日 

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司《重

大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8） 

2020 年 08 月 14 日 

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司《重

大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39） 

2020 年 04 月 07 日 

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司《关

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4） 

2019 年 3 月 22 日，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万向三

农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获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立案受理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起诉霖霖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汕头高新区露露南方有限公司、香港

飞达企业公司、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关

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于 2019 年 3 月 20 日出

具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

2020 年 08 月 14 日 

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司《重

大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39） 

2020 年 01 月 06 日 

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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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冀民初 28 号]。在诉讼受理期间，汕头露

露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2020 年 1 月，公司

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9）最高法民辖终 404 号，河北省高级人民法

院将本案移送至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本案于 2020 年 6 月 10 日、11 日在广东省汕头市中

级人民法院进行了一审第一次开庭审理，2020 年 9

月 10 日、11 日分别进行了一审第二次、第三次开

庭审理，目前尚未判决。 

大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1） 

2019 年 06 月 05 日 

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司《重

大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9-026） 

2019 年 03 月 23 日 

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司《关

于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12） 

2018 年 8 月 8 日，公司收到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

院传票、《应诉通知书》[（2018）粤 0511 民初 1655

号]、《民事起诉状》等送达资料，获悉法院已受理

汕头高新区露露南方有限公司诉河北承德露露股

份有限公司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纠纷案。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3 日收到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8)粤 0511 民初 1655 号]，公司不服一审判决，

于上诉期内向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

诉，2020 年 1 月，公司收到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

民法院送达的（2019）粤 05 民终 713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

为终审判决。公司认为一审二审法院判决有误，故

无法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2020 年 7 月

申请执行人汕头高新区露露南方有限公司向金平

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金平区法院向公司下达《汕

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20）粤 0511

执 1449 号，责令公司立即履行生效判决文书所确

定的全部义务。公司向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提出

书面异议，被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驳回，并将公

司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公司在法定期限内向汕

头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2020 年 08 月 31 日 

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司《重

大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6） 

2020 年 08 月 14 日 

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司《重

大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39） 

2020 年 01 月 06 日 

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司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1） 

2019 年 06 月 05 日 

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司《重

大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9-026） 

2018 年 10 月 20 日 

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刊载的《河北承德露

露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三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50) 

2018 年 08 月 18 日 

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刊载的《河北承德露

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诉讼收到法院〈更正

通知书〉公告》(公告编号：2018-034) 

2018 年 08 月 10 日 

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刊载的《河北承德露

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8-033) 

公司与汕头高新区露露南方有限公司及北京沃尔

玛百货有限公司建国路分店侵害本公司专利权（公

司外观设计：专利号："CN200830124267-包装盒【利

乐包】" "CN201130304266-包装罐【杏仁露】" 

"CN201630467829-包装箱【原味杏仁露】"事项于

2020 年 08 月 14 日 

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司《重

大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39） 

2018 年 07 月 05 日 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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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8 月 21 日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民事诉

讼，并收到了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案件受理通

知书》（案号【2017】京 73 民初 1571、1572、1573 

号），该案正式依法受理。公司因不服国家知识产

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的第 35711 号、第 35769

号、第 35670 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于 2018

年 7 月 4 日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

案件审理过程中，公司从国家知识产权局查阅了部

分上述专利无效宣告案件的档案，综合评定案件情

况和在案资料，公司决定撤销对国家知识产权局提

起的行政诉讼。 

网（www.cninfo.com.cn）刊载的《河北承德露

露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18-027） 

2017 年 10 月 21 日 

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刊载的《河北承德露

露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17-025） 

2017 年 09 月 27 日 

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刊载的《河北承德露

露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公告编号：

2017-023） 

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8 日就汕头高新区露露南方有

限公司及北京荣诚文华超市侵犯本公司商标权事

项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当日收到了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案件受理通知书》（[2018]

京 73 民初 175 号），该案正式依法受理。因与本案

有关联的其他诉讼案件尚在审理之中，故公司向法

院申请中止审理，主审法官认为本案接近最长三年

的法院规定审限，不应中止审理，遂公司决定暂时

撤销起诉。 

2020 年 08 月 22 日 

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司《重

大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5） 

2019 年 06 月 05 日 

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司《重

大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9-026） 

2018 年 07 月 05 日 

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刊载的《河北承德露

露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18-027） 

2018 年 02 月 13 日 

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刊载的《河北承德露

露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公告编号：

2018-001)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20年5月1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

众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使用公司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以不超过人民币10.23

元/股的价格回购本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30,000.00万元（含）；在上述回购资金总额及回购价格条件下，预

计回购股份数量下限约为1,466.27万股，上限约为2,932.55万股，分别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

例下限约为1.36%、上限约为2.72%。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

为准。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公司于

2020年5月22日披露了《回购报告书》，并于2020年6月22日进行了首次回购，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报告期回购情况：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1,252,09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163%，最高成交价为7.9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7.96元/股，成交总金

额为9,999,292.36元（不含交易费用）。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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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期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

回购股份4,135,18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842%，最高成交价为7.9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6.80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29,996,843.32元（不含交易费用）。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符合

既定的回购方案。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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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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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

方式 

接待对

象类型 

接待

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 年 07 月 01 日

~2020 年 09 月 30 日 

河北承德露露

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沟通 
个人 个人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诉讼进展

情况、回购进展情况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诉讼

进展情况、回购进展情况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梁启朝 

 

 

 

 

 

2020 年 10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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