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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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继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魏光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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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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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7,832,427.65 4,409,826,423.07 -4.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849,802,722.35 2,845,035,723.42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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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70,950.00 272,841,143.04 -10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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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8,087,587.06 1,510,615,908.60 -2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02,454,546.15 302,384,815.38 -33.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2,371,471.03 285,312,038.22 -29.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7.11 11.49 -4.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653 0.6857 -32.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225 0.6857 -3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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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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871.98 298,326.98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

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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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3,082.13 3,792,151.9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

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

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

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

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

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63,641.11 -5,167,164.2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0,744.63 -132,03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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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影响额 -204,393.58 1,291,791.05  

合计 4,443,457.01 83,07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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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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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伊力特集团

有限公司 

182,728,867 42.04 0 
无 

0 国有法人 

新疆伊力特集团

有限公司－2017

年非公开发行可

交换公司债券质

押专户 

14,634,610 3.37 0 

质押 

14,634,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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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2,247 2.09 0 

未知 

0 未知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 

5,658,652 1.30 0 

未知 

0 未知 

申万宏源证券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 

4,326,115 1.00 0 

未知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3,003,855 0.69 0 
未知 

0 未知 

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 

2,939,421 0.68 0 

未知 

0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汇添富

绝对收益策略定

期开放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2,887,401 0.66 0 

未知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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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犁糖烟酒有限

责任公司 

2,626,900 0.60 0 
无 

0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易方达

均衡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2,603,678 0.60 0 

未知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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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伊力特集团有限公司 182,728,867 人民币普通股 182,728,867 

新疆伊力特集团有限公司

－2017年非公开发行可交

换公司债券质押专户 

14,634,610 

人民币普通股 

14,634,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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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2,247 

人民币普通股 

9,102,24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5,658,652 
人民币普通股 

5,658,652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4,326,115 
人民币普通股 

4,326,11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003,855 人民币普通股 3,003,855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2,939,421 
人民币普通股 

2,939,42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绝对收益策略定期

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2,887,401 

人民币普通股 

2,887,401 

伊犁糖烟酒有限责任公司 2,626,900 人民币普通股 2,626,9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均衡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2,603,678 

人民币普通股 

2,603,67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新疆伊力特集团有限公司－2017 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质

押专户是新疆伊力特集团有限公司为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设立的质

押专用账户，故两者是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公司未知其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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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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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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货币资金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减少32.60%，主要是由于报告内公司收入减少及给经

销商赊欠额度增加所致； 

报告期，应收票据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减少69.79%，主要是由于本期票据到期贴现减少所致； 

报告期，应收账款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长7,088.77%，主要是公司为增加对经销商的赊欠额

度所致； 

报告期，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长94.78%，主要是为经销商浙江久加久食品饮料

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借款所致； 

报告期，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长40.66%，主要是由于本期待抵扣的增值税增

加所致； 

报告期，在建工程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长32.79%，主要是由于本期新增可市酿酒分厂搬迁

技改、技术研发中心及总部酿酒技改等项目所致； 

报告期，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长238.11%，主要是由于本期内部交易存货增

加导致递延所得税增加所致； 

报告期，应交税费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减少50.04%，主要是由于本期收入减少、缴纳上

年度税费所致； 

报告期，应付利息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长119.69%，主要是由于本期内新增可转债利息所致； 

报告期，财务费用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减少488.06%，主要是由于本期债务利息计入在建工程

资本化利息所致； 

报告期，营业利润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减少34.16%，主要是由于本期因疫情影响收入减少所

致； 

报告期，净利润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减少33.85%，主要是由于本期因疫情影响收入减少所致； 

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减少109.59%，主要是由于本期收

入减少及赊欠额度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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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可转债进展情况：2019年3月15日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总额87,600.00万

元，2019年9月23日进入转股期。报告期末累计有4,739,000元伊力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因转股

形成的股份数量为279,031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0.0633%。期末股本数为

434,616,331股。 

公司营业执照的变更：2020年 1月 3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注销了回购的

股份 6,662,700股，该事项已于 2020年 10月 16日办理完工商变更手续。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新疆伊力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与首次公开发行相关的承诺：公司控股股东新疆伊力特集团有限公司在《新疆伊力特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中做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及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承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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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一、伊力特集团所投资控股的公司不存在与公众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生产经营活

动；二、伊力特集团所投资控股的与公众公司主营业务相类似以及存在潜在同业竞争情形的公司

采取资产出售、资产注入、剥离等措施，以避免与公众公司产生同业竞争；三、伊力特集团及关

联方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众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不通过向公众公司借款或由公众公司

提供担保、代偿债务、代垫款项等各种原因侵占公众公司的资金；不利用控股股东的地位谋求与

公众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优于其他第三方的权利。”上述承诺，伊

力特集团作为公司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伊力特集团始终严格按上述承诺履行义务，不存在未

能及时履行义务的情形。 

（2）与再融资相关的承诺：①不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②自本承诺

出具日至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

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本公司承诺届时将

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③本公司承诺切实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

以及对此作出的任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若违反该等承诺并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公司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作为填补回报措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若违

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本公司同意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

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公司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管理措施。 

（3）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为维护公众公司及其公众股东的合法权益，有效避免本公司以及

本公司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公众公司产生的同业竞争问题，本公司特作出如下承诺：1、截至本承

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所投资控股的公司不存在与公众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生产经营活动。

2、本次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将对本公司所投资控股的与公众公司主营业务相类似以及存在潜在同

业竞争情形的公司采取资产出售、资产注入、剥离等措施，以避免与公众公司产生同业竞争。3、

除本公司现已投资控股的企业外，将不以任何形式增加与公众公司现有业务或产品相同、相似或

相竞争的经营活动，包括不以新设、投资、收购、兼并中国境内或境外与公众公司现有业务及产

品相同或相似的公司或其他经济组织的形式与公众公司发生任何形式的同业竞争。4、本公司将不

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公众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

公众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营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营

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 

（4）解决关联交易的承诺：本次收购完成后，新疆伊力特集团有限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及伊力特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股东的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为减少和规范将来可能存在的关联

交易，本公司承诺：1、伊力特集团以及下属其他全资、控股子公司及其他可实际控制企业（以下

简称“附属企业”）与上市公司之间现时不存在其他任何依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关联交易；2、本次收购完成后，伊力特集团及附属企业将尽量避免、减少上市

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如因客观情况导致必要的关联交易无法避免的，伊力特集团及其他附属企业

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和上市公司章程、关联交易控制与决策相关制度的规定，按照

公允、合理的商业准则进行。3、伊力特集团承诺不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 

（5）与其他相关的承诺：1、不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2、自本承诺

出具日至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

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本公司承诺届时将

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3、本公司承诺切实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

以及对此作出的任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若违反该等承诺并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公司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作为填补回报措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若违

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本公司同意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

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公司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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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师国资委与解决同业竞争有关的承诺：2017年，酿酒总厂将其持有的公司股权划转至伊力

特集团时，实际控制人为避免同业竞争而出具了相关承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为进一步规范作为伊力特实际控制人的行为，促进伊力特持续发展，保护各类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本国资委承诺：（1）四师国资委系根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授权代表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专门机构，职责范围为监督、管理兵团第四师下属企业的国有资产，并承

担监督所监管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职责，与伊力特的经营业务有本质区别，四师国资委不存

在自营、与他人共同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与伊力特相同、相似的业务情形，与伊力特不存在同业竞

争情形；（2）本次收购后，四师国资委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四师国资委及其控制的下属公

司不会采取参股、控股、联营、合营、合作或者其他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伊力特业务范围

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也不会协助、促使或代表任何第三方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

从事与伊力特现在和将来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3）本次收购后，如因国

家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原因导致四师国资委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从事的业务与伊力特之间存在同

业竞争时，四师国资委将促使其控制的企业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或将上述业务在同等条件

下的优先转让给伊力特经营；（4）本次收购后，四师国资委及其下属企业在中国境内有商业机会

可参与、经营或从事可能与伊力特及其下属子公司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四师国资委应于知

悉该商业机会后立即通知伊力特，并将上述商业机会提供给伊力特；（5）四师国资委违反上述承

诺，应赔偿伊力特及其他股东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同时将因违反上述承诺所取得的利益归伊力

特所有。 

四师国投 

（1）与解决同业竞争有关的承诺：承诺保证不利用伊力特股份股东的地位损害伊力特股份的

利益，在其作为伊力特股份具有控制关系的关联方期间，保证其自身及其投资的除伊力特股份外

其他控股公司和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伊力特股份在同一市场上不进行相同经营业务的投入，不

从事与伊力特股份相同或类似的生产、经营业务或活动，以避免对伊力特股份的生产经营构成业

务竞争，保持伊力特股份生产经营的独立性。 

（2）与解决关联交易有关的承诺：四师国投公司出具《关于规范与新疆伊力特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承诺其自身及其投资的控股公司和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尽可能减少

和规范与新疆伊力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法原因而发生的

关联交易，将一律遵循等价、有偿、公平交易的原则，并依据相关证券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新疆伊力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制度履行合法手续，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保证不

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新疆伊力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的有关承诺：1、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

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2、承诺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

束；3、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本人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4、承诺由董事会或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5、承诺拟公布的公司股

权激励的行权条件（如有）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承诺严格履行其所作出的上

述承诺事项，确保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如果承诺人违反其所作出的承诺或拒不

履行承诺，承诺人将按《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5]31号）等相关规定履行解释、道歉等相应义务，并同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依法作出的监管措施或自律监管措施；给公司或者股东

造成损失的，承诺人愿意依法承担相应补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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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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伊力特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智 

日期 2020年 10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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