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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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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容诚审字[2021]230Z2102

号），2020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69,406,112.43元，依照《公司章程》规定提取

法定盈余公积金7,111,556.30元，截至 2020年12月31日，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819,188,822.23元。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60,287,803.41元，根据《公司章程》一百

八十二条之相关规定，符合不实施现金分红的条件。同时，鉴于公司当前业务开展与未来发展的

资金需求，从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公司拟2020年度不派发现金

红利、不送股，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年度未分配利润全部结转至下年度。 

该预案需提交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金种子酒 60019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金彪 卜军爱 

办公地址 安徽省阜阳市清河东路与向阳南路交

叉口金种子文化园 

安徽省阜阳市清河东路与

向阳南路交叉口金种子文

化园 

电话 0558-2210568 0558-2210568 

电子信箱 jinbiao@600199.com.cn pja@600199.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白酒生产；普通货运（按许可证有效期限经营）；包装材料加工、制造与销售；

生产白酒所需原辅材料收购；自营和代理各种商品和技术进出口业务。 

公司白酒产品主要有浓香型白酒金种子系列酒、种子系列酒、和泰系列酒、醉三秋系列酒和

颍州系列酒，馥合香型白酒金种子等。 

（二）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 “以销定产”，基本以“订单+合理库存”来制定生产计划，根据销售公司的要货计划，

然后下达生产任务。公司的生产工艺流程为制曲→制酒→贮存→勾兑→包装。公司销售模式以区

域渠道经销为主，同时辅以直销进行补充。 

（三）行业情况说明 

2020年度，酒类行业整体受疫情冲击影响较大，但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好转，消费场景得

到部分恢复，市场需求呈回暖态势，行业分化加剧。在生产端，规模以上白酒企业数量及白酒行

业产量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市场集中度逐年提升；在消费端，消费升级趋势明显，消费主力逐

步从政务消费向商务消费、大众消费转型，“少喝酒、喝好酒”已经成为消费共识，消费者对于健

康的高端、次高端白酒的需求仍然保持旺盛。在产业内外环境影响之下，酒业逐步呈现高质量发

展的态势，市场份额继续向头部企业靠拢。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3,857,937,591.00 3,643,891,060.02 5.87 3,194,700,354.64 

营业收入 1,037,929,417.75 914,102,046.44 13.55 1,314,564,521.07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

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

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

营业收入 

1,023,437,554.09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69,406,112.43 -204,497,795.95   101,888,83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13,773,586.19 -228,352,014.31   17,640,82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894,156,489.80 2,826,233,274.58 2.40 2,341,663,255.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60,287,803.41 -174,927,554.72   -184,290,361.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 

0.11 -0.33   0.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 

0.11 -0.33   0.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43 -8.68 增加11.11个百分点 4.43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93,571,366.34 216,170,946.39 253,710,652.40 374,476,45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6,209,954.17 -28,154,147.18 -50,645,075.83 174,415,289.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3,330,468.75 -31,291,110.26 -54,276,287.06 5,124,279.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92,172,630.00 -31,665,144.67 -19,984,292.92 -16,465,735.8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90,18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4,41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安徽金种子集团有限公司 0 178,257,084 27.10 0 无   国有法

人 

新华基金－工商银行－新

华基金－金种子 1 号资产

管理计划 

0 33,628,318 5.11 33,628,318 无   未知 

付小铜 -6,578,079 28,820,151 4.38 0 无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中证白酒指数分级证

17,781,882 26,154,419 3.98 0 无   未知 



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基金－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易

方达基金－汇金资管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20,731,200 20,731,200 3.15 0 无   未知 

新华基金－工商银行－新

华基金－金种子 2 号资产

管理计划 

0 17,699,115 2.69 17,699,115 无   未知 

陕西柳林酒业集团有限公

司 

-7,648,000 7,648,159 1.16 0 无   未知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6,665,048 6,687,003 1.02 0 无   未知 

陈浩勤 0 5,052,522 0.77 0 无   未知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642,120 3,659,681 0.56 0 无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在前述股东中，安徽金种子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余股东之间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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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付小铜与陕西柳林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新华基金

-金种子 1 号资产管理计划与新华基金-金种子 2 号资产管理计划为一

致行动人。 

3、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未

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37,929,417.75 元，同比上升 13.55%，本年度营业总成本

为 1,229,354,170.14 元，同比上升 16.43%，本年度利润总额 44,860,135.66 元，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9,406,112.43 元。 

本年度主营业务亏损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白酒行业竞争持续加剧，消费需求向中高端、次高端和高端白酒集中。公司生产销售的

酒类中低端产品占比大，且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原因，毛利率不断下降。中高端产品尚在招商

推广期，市场基础较为薄弱，尚未能大规模的占领市场。 

（2）2020年度酒类收入虽然较 2019年增长了 8,041.12万元，增长幅度为 15.73%，但受疫情

影响，公司为了维护市场份额，补充新产品空白区域，在新品未能上量的情况下加大了普通白酒

的销售力度，从而造成毛利持续下降。 

（3）刚性的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综合造成公司主营业务利润亏损。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详见第十一节、五、44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本报告期末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持股比例（%） 

直接 间接 

1 安徽金太阳生化药业有限公司 金太阳药业 92.00 — 

1-1 安徽金太阳医药经营有限公司 医药经营 — 100.00 

2 阜阳醉三秋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阜阳醉三秋 66.67 33.33 

3 安徽中酒酒业有限公司 中酒酒业 90.00 10.00 

4 阜阳金种子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阜阳销售 100.00 — 

5 合肥金种子商贸有限公司 金种子商贸 40.00 60.00 

6 安徽颍上县金种子酒业有限公司 颍上酒业 100.00 — 

7 太和县金种子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太和金种子 100.00 — 

8 安徽金之晟传媒有限公司 金之晟传媒 100.00 — 

9 安徽大金健康酒业有限公司 大金健康 100.00 — 

10 安徽金种子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物联科技 100.00 — 

上述子公司具体情况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