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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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黄祖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郑琳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郑琳

琳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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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0,456,442.64 1,890,180,065.10 -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50,499,318.33 1,151,355,353.92 -0.0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00,570.00 -23,444,327.78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45,326,458.27 109,969,193.34 32.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5,476.58 -37,924,142.04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74,683.15 -35,653,675.41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3 -2.83 增加 2.8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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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9,1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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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5,191.67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3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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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875.74  

所得税影响额 -19,783.20  

合计 1,670,15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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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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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仕乾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74,183,000 22.29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于是资本管理（深圳）

有限公司－于是鑫诚

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62,641,715 18.83 0 无 0 其他 

王珍海 21,542,414 6.47 4,456,966 冻结 21,542,413 
境内自然

人 

中铁宝盈资产－平安

银行－中铁宝盈－润

金 1号资产管理计划 

21,356,300 6.42 21,356,300 无 0 其他 

杨光第 20,127,982 6.05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杨黛苗 8,830,535 2.65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无锡通达进出口贸易

有限公司 
6,525,000 1.96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卢智伟 5,776,410 1.74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华研数据股份有限公

司 
4,350,000 1.31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新余善思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青岛

鑫诚洪泰智造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3,452,190 1.04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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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仕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74,183,000 人民币普通股 74,18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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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资本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于

是鑫诚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2,641,715 人民币普通股 62,641,715 

王珍海 17,085,448 人民币普通股 17,085,448 

杨光第 20,127,982 人民币普通股 20,127,982 

杨黛苗 8,830,535 人民币普通股 8,830,535 

无锡通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6,525,000 人民币普通股 6,525,000 

卢智伟 5,776,410 人民币普通股 5,776,410 

华研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4,3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350,000 

新余善思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青岛鑫诚洪泰智造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3,452,190 人民币普通股 3,452,190 

深圳市中世邦投资有限公司 3,350,565 人民币普通股 3,350,56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杨光第与无锡通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华研数据股份有

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于是资本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于是鑫诚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与新余善思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青岛鑫诚洪泰智造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为一致行动人；深圳市仕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深圳市中

世邦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其余股东是否有关联关

系或者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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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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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

比例

（%）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43,485,160.62 70,054,820.99 -37.93 主要系本期偿还部分短期借款所致 

应收票据 9,471,680.47 17,289,792.62 -45.22 
主要系本期应收票据贴现和转让支付供应商

货款增加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487,340.20 1,300,000.00 -62.51 
主要系本期应收票据贴现和转让支付供应商

货款增加所致 

使用权资产 42,291,074.40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内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合同负债 11,126,146.11 22,559,826.66 -50.68 主要系本期预收货款减少所致 

应交税费 6,223,400.20 21,924,391.50 -71.61 
主要系本期 3月份营业收入比上年 12月份营

业收入减少，导致各项税费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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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负债 50,381,815.72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内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长期应付款 340,930.09 670,552.15 -49.16 主要系本期归还设备融资租赁款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2,116,363.69 3,727,004.50 -43.22 主要系本期外币报表折算差额所致 

 利润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金额  

 上年年初至报

告期期末金额  

 增减

比例

（%）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145,326,458.27 109,969,193.34 32.15 主要系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1,903,391.04 -1,523,110.95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按照现行会计政策计提

应收款项坏账准备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3,525.18 -6,524.63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内处置固定资产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3,875.74 264,267.48 -98.53 主要系报告期内无法支付的款项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12,649.66 5,299,778.87 -99.76 
主要系上期受疫情影响停工停产，造成非正

常性生产成本增加 

所得税费用 4,340,969.76 -3,869,760.40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上升，导致营业利

润增加，最终造成所得税费用的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金额  

 上年年初至报

告期期末金额  

 增减

比例

（%）  

 变动原因说明  

收到的税费返还 305,751.69 158,143.83 93.34 
主要系报告期内子公司兴龙包装收到税费返

还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3,038,276.23 2,089,154.07 45.43 

主要系报告期内子公司欧斐堡预收土地租赁

费增加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37,482,283.40 21,999,952.32 70.37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入增加，导致相应的税费

增加和缓缴税款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13,988,297.39 22,704,408.85 -38.39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的广告宣传及促销费减

少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3,306,153.13 11,185,668.53 -70.44 主要系报告期内固定资产项目投入减少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50,000,000.00 130,396,677.17 -61.66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银行借款比上年同期减

少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347,898.17 108,193.06 221.55 主要系报告期内贷款保证金到期收回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71,400,000.00 116,357,833.34 -38.64 
主要系报告期内归还银行借款比上年同期减

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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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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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王珍海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长期间未履行内部决策程序，

擅自以上市公司名义对外提供担保，涉案金额本金合计25，068万元。上市公司于2021年4月8日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2021年4月23日召开公司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原控股股东股东以物抵债解决违规担保事项的议案》，

同意龙口市兴龙葡萄专业合作社以其持有的3,195.05亩葡萄园通过“以物抵债”方式代王珍海先

生向上市公司偿还公司因上述违规担保应承担损失。截至2021年4月23日，上述违规担保已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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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祖超 

日期 2021年 4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