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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32        证券简称：重庆啤酒       公告编号：临 2021-006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0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重要内容提示 

2020 年 12 月，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公司需根据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原则对2019年度报表数据进行重述。在法定披露数据口径

下，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公司向控股子公司重庆嘉酿

注入资产对应的业绩在2019年度和2020年度仍按原享有比例（100%）（而不是

公司对重庆嘉酿的持股比例51.42%）计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21

年度起，该业绩将按公司对重庆嘉酿的持股比例（51.42%）计入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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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0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一） 法定披露数据 

                                            单位：万元 币种 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法定披露数

据) 

上年同期 

（重述后） 
上年同期 

(法定披露数据) 

对比重述后增

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1,094,578.94 1,021,241.11 358,192.37 7.18 

营业利润 196,672.37 162,679.05 65,764.15 20.90 

利润总额 213,365.34 179,504.52 82,731.76 18.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7,727.95 104,289.15 65,692.73 3.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7,369.58 44,277.21 44,277.21 6.98 

基本每股收益（元） 2.23 2.15 1.36 3.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5.57 43.66 52.49 

提高 1.91个

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法定披露数

据) 

上年同期末 

（重述后） 
上年同期末 

(法定披露数据) 

对比重述后增

减变动幅度

（％） 

总 资 产 965,806.72  1,078,706.18   351,435.35  -10.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58,627.12   241,547.37   141,871.69   -75.73  

股    本  48,397.12   48,397.12   48,397.12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1.21  4.99   2.93   -75.73  

 注：以上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上年同期财务数据经过重述的，应同时披露重述后的

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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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备考报表数据 

                                            单位：万元 币种 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备考报表数

据） 

上年同期 

（备考报表数

据） 

上年同期 

（法定披露数

据） 

对比上年

同期备考

报表数据

增减变动

幅度（％） 

对比上年

同期法定

披露数据

增减变动

幅度（％） 

营业总收入 1,094,578.94 1,021,241.11 358,192.37 7.18 205.58 

营业利润 196,672.37 162,679.05 65,764.15 20.90 199.06 

利润总额 213,365.34 179,504.52 82,731.76 18.86 157.90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84,102.08 79,217.26 65,692.73 6.17 28.02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65,094.32 61,153.46 44,277.21 6.44 47.02 

基本每股收

益（元） 
1.74 1.64 1.36 6.17 28.02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注] 

149.11 95.59 52.49 
提高 53.52

个百分点 

提高 96.62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备考报表数

据） 

上年同期末 

（备考报表数

据） 

上年同期末 

（法定披露数

据） 

对比上年

同期末备

考报表数

据增减变

动幅度

对比上年

同期末法

定披露数

据增减变

动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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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总 资 产 965,806.72 1,078,706.18   351,435.35  -10.47 174.82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注] 

 58,627.12  73,395.97    141,871.69  -20.12 -58.68 

股    本  48,397.12   48,397.12   48,397.12  - -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元） 

 1.21  1.52   2.93  -20.12 -58.68 

[注] 在备考报表数据口径下，因其编制基础为假设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于 2019年 1

月 1日实施完成，即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完成后的架构在 2019年 1月 1日已经存在。因

此，在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评估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异冲减留存收益的影响会体现在

2019年期初。 

 

二、适用相关会计准则的说明 

2020 年 12 月，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因此，2020年度标的公司嘉士伯（中国）啤酒工贸有限公司、

嘉士伯啤酒企业管理（重庆）有限公司、嘉士伯啤酒（广东）有限公司、昆明华

狮啤酒有限公司、新疆乌苏啤酒有限责任公司和宁夏西夏嘉酿啤酒有限公司将被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公司需根据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原则对2019年度报表数据进行重述。 

在法定披露数据口径下，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公

司向控股子公司重庆嘉酿注入资产对应的业绩在2019年度和2020年度仍按原享

有比例（100%）（而不是公司对重庆嘉酿的持股比例51.42%）计入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2021年度起，该业绩将按公司对重庆嘉酿的持股比例（51.42%）

计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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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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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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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非经常性损益。因此，标的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的2019年度和2020年度业绩

作为非经常性损益。2021年度起，标的公司的日常经营业绩纳入合并范围后，将

不再作为非经常性损益。 

在备考报表数据口径下，因其编制基础为假设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于2019

年1月1日实施完成，即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完成后的架构在2019年1月1日已经

存在。公司向控股子公司重庆嘉酿注入资产对应的业绩从2019年度起将按公司对

重庆嘉酿的持股比例（51.42%）计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在备考报表

编制基础的假设前提下，2019年度起，标的公司的日常经营业绩纳入合并范围后，

不作为非经常性损益。 

 

三、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 法定披露数据 

1. 经营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094,578.9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18%； 

营业利润196,672.3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0.90%；利润总额213,365.34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8.8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7,727.95万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3.3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7,369.58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98%；基本每股收益2.23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30%；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45.57%，比上年同期提高1.91个百分点。 

2. 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965,806.72万元，比上年同期末减少10.47%；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58,627.12万元，比上年同期末减少75.73%；股本

48,397.12万元，较上年同期末无变化；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1.21

元，比上年同期末减少75.73%。 

3. 变动幅度较大项目说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相比上年同期末大幅减少，主要系公司于

2020年12月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构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合并方在企业合并中取得的资产和负债，应当

按照合并日在被合并方的账面价值计量”，评估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异冲减留存

收益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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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备考报表数据 

1. 经营情况说明 

对比上年同期备考报表数据：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094,578.94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18%；营业利润196,672.3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0.90%；

利润总额213,365.3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8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84,102.0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1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65,094.3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44%；基本每股收益1.74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6.17%；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49.11%，比上年同期提高53.52个

百分点。 

对比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094,578.94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05.58%；营业利润196,672.3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99.06%；利润总额213,365.3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7.90%；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84,102.0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8.0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5,094.3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7.02%；基本每股

收益1.74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8.02%；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49.11%，比上年

同期提高96.62个百分点。 

2. 财务状况说明 

对比上年同期末备考报表数据：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965,806.72万元，比

上年同期末减少10.4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58,627.12万元，比

上年同期末减少20.12%；股本48,397.12万元，较上年同期末无变化；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1.21元，比上年同期末减少20.12%。 

对比上年同期末法定披露数据：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965,806.72万元，比

上年同期末增加174.8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58,627.12万元，比

上年同期末减少58.68%；股本48,397.12万元，较上年同期末无变化；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1.21元，比上年同期末减少58.68%。 

3. 变动幅度较大项目说明 

本报告期备考报表数据的财务指标，对比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的财务指标

均大幅增加，主要原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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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资产重组影响。 

2020 年 12 月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报告期将标的公司嘉士伯（中

国）啤酒工贸有限公司、嘉士伯啤酒企业管理（重庆）有限公司、嘉士伯啤酒（广

东）有限公司、昆明华狮啤酒有限公司、新疆乌苏啤酒有限责任公司和宁夏西夏

嘉酿啤酒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影响所致。 

第二，主营业务影响。 

公司本报告期销量相比去年增长约3%，主营业务稳步增长，首先，公司持续

实施产品高端化战略，高档及以上产品销量结构占比持续增加，每百升主营业务

收入提升4%。其次，公司积极开展生产卓越化项目和运营成本管理项目，节约了

成本费用。最后，在疫情影响下，受国家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的影响，

公司减少了人工成本支出。同时，公司采取了积极的成本控制措施，包括减少广

告及市场费用等。 

第三，非经营性损益影响。 

根据新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有关文件要求，用人单位不再为已满最低缴

费年限的退休职工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2020年度，公司对设定受益计划中基本

医保的计划变动确认为过去服务成本，预计增加公司2020年度利润总额约1.96

亿元。 

2020年度，公司处置了新疆啤酒集团霍城啤酒有限公司、新疆乌苏啤酒（喀

什）有限公司、新疆乌苏啤酒（奇台）有限公司和新疆乌苏啤酒霍城制麦有限公

司4家无实际经营业务的子公司，预计增加公司2020年度利润总额约1.21亿元。 

此外，其他非经营性损益主要为政府补助收益和结构性存款收益等。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特此公告。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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