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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96、200596                      证券简称：古井贡酒、古井贡 B                    公告编号：2021-011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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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15.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古井贡酒、古井贡 B 股票代码 000596、20059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叶长青 梅佳 

办公地址 安徽省亳州市古井镇 安徽省亳州市古井镇 

传真 （0558）5710099 （0558）5710099 

电话 （0558）5712231 （0558）5710057 

电子信箱 gjzqb@gujing.com.cn gjzqb@gujing.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白酒的生产和销售。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白酒行业属于“酒、

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C15）。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未发生变化。 

（二）行业发展情况及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1）白酒行业发展状况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白酒行业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2012年前受益于宏观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快步增长，

及白酒需求量的不断上升，白酒产销量持续高速增长，白酒行业呈现出供需两旺的发展情况。在这一时期，全国性白酒品牌

和地方区域性名酒企业均获得了快速发展。在白酒市场量价齐升的背景下，白酒企业的销售收入及利润总额获得了快速增长。 

2012年下半年至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再次进入调整期，同时国家相继推出“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等一系列限制

“三公”消费的政策，限制公款消费高端酒。商务消费和政务消费等消费情景受限，消费需求在短期内快速下降，且白酒价

格承压严重，我国白酒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自2012年后，我国白酒行业产量增长以及收入增长同步放缓。 

2016年下半年起白酒行业开始复苏，终端用户白酒消费需求上升，带动白酒行业整体收入和利润的增长。2017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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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端白酒复苏回暖。未来，受益于消费升级与消费观念的改变，次高端白酒的提升是白酒行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消费档

次的提升是白酒行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白酒企业需要充分把握大众消费升级的黄金机遇，通过品质提升、市场细分和产

品创新等手段，更好的满足大众市场的消费需求，推动产品结构的转型与升级。 

（2）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我国白酒历史悠久，白酒生产企业数量众多，消费者消费习惯地域化十分明显。白酒行业属于充分竞争行业，行业的市

场化程度高、市场竞争激烈，行业调整不断深化。从全国市场来看，企业竞争优势来源于自身品牌的影响力、产品风格以及

营销运作模式。在单一区域市场，企业的竞争优势则取决于企业在该区域的品牌影响力、区域消费者的认同度和综合营销能

力。 

公司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企业，是中国第一家同时发行A、B两支股票的白酒类上市公司，坐落在历史名人曹操与华佗故

里、世界十大烈酒产区之一的安徽省亳州市。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古井贡酒为公司的主导产品，其渊源始于

公元196年曹操将家乡亳州产的“九酝春酒”和酿造方法进献给汉献帝刘协，自此一直作为皇室贡品；古井贡酒以“色清如水晶、

香纯似幽兰、入口甘美醇和、回味经久不息”的独特风格，四次蝉联全国白酒评比金奖，在巴黎第十三届国际食品博览会上

荣获金奖，先后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安徽省政府质量奖、全国

质量标杆等荣誉。2020年在“华樽杯”中国酒类品牌价值评议活动中，古井贡以1,971.36亿元的品牌价值位列中国白酒行业

第四名。 

2016年4月，古井贡酒与黄鹤楼酒业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开启中国名酒合作新时代。黄鹤楼酒是湖北省唯一的

中国名酒，产品以“绵柔醇厚，优雅净爽，余香回味悠长”的独特风格，荣获1984年、1989年两届全国白酒评比金奖。黄鹤

楼酒业目前拥有武汉、咸宁、随州三大基地，其中武汉基地黄鹤楼酒文化博览园获批国家AAA旅游景区，咸宁基地黄鹤楼森

林美酒小镇获批国家AAAA景区。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10,292,064,534.41 10,416,961,584.23 -1.20% 8,686,140,336.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54,576,249.29 2,097,527,739.86 -11.58% 1,695,231,643.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73,011,307.05 1,891,097,157.37 -6.24% 1,638,204,454.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24,543,525.53 192,447,063.45 1,783.40% 1,440,881,285.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3.68 4.17 -11.75% 3.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3.68 4.17 -11.75% 3.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53% 25.55% -6.02% 24.03%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 15,186,625,708.79 13,871,297,363.16 9.48% 12,509,928,449.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043,288,013.73 8,944,111,764.44 12.29% 7,601,984,024.5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281,368,602.79 2,238,252,397.83 2,549,799,986.43 2,222,643,547.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6,788,443.69 388,148,160.67 512,744,399.70 316,895,24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35,613,633.02 372,305,235.50 493,142,445.93 271,949,992.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32,664,980.49 708,973,120.15 238,222,085.94 1,044,683,338.9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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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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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1,24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2,830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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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古井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3.89% 271,404,022  质押 114,000,000 

GAOLING 

FUND,L.P. 
境外法人 2.47% 12,446,408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消费行业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84% 9,244,356    

CHINA INT'L 

CAPITAL CORP 
HONG KONG 
SECURITIES 
LTD 

境外法人 1.83% 9,192,938    

UBS (LUX) 
EQUITY FUND 

- CHINA 
OPPORTUNITY 
(USD) 

境外法人 1.40% 7,048,161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景

顺长城新兴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37% 6,902,366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0% 6,543,60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1.27% 6,396,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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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22% 6,160,769    

GREENWOODS 

CHINA ALPHA 

MASTER 
FUND 

境外法人 0.92% 4,614,32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安徽古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他股东间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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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的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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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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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2）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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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经济发展遭遇多重挑战，消费需求承压，白酒行业由结构复苏转向高质量发展。面对

一系列变化和挑战，公司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省、市各项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抓好疫情防控、顺利复工复产的前提下，秉承“做真人，酿美

酒，善其身，济天下”的企业价值观及系列理念，深入推进战略5.0，再造一个“数字化、国际化、法治化”的新古井。 

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2.92亿元，同比下降1.20%；利润总额24.74亿元，同比下降13.89%；归属于母公司净利

润18.55亿元，同比下降11.58%；每股收益3.68元，同比下降11.75%；经营性现金净流量为36.25亿元，同比上升1,783.40%。 

（一）报告期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1.深耕市场建设，产品结构、品牌双优化 

聚焦“全国化、次高端”，发力品牌建设。推进品牌复兴工程，产品和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2.夯实产品质量，产品品质稳步提升 

持续优化酿造工艺,产品品质稳步提升。公司技术创新工作取得新成果：深入研究、持续推进古香型酒的生产；1项科研

成果获安徽省科学家企业家协会科技成果评价中心评价为“国际领先”，1项科研项目获得2020年度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科技创新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公司获得“全国白酒行业质量领先企业”和“全国质量诚信先进企业”称号。 

3.均衡生产持续推进，推动线上线下融合 

持续优化均衡生产，实施预测生产、季度均衡、灵活调整节奏，充分应对不确定变化。推动数字化技术与业务的融合，

打通渠道，赋能一线，实现线上线下融合互通。自主搭建日常管理到战略决策提供的数据分析平台，助推管理数字化。 

4.优化组织结构，激发组织活力 

优化组织结构，改进考核机制，进一步激发组织活力。全面落实积分制考核，量化工作表现。稳步推进内部市场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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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机制活力。  

5.严守环保底线，完善环保管理水平 

完成厂区雨污管网、消防管网系统性的梳理排查，消缺补漏，绘出了清晰准确的管网图，进一步增强了精细化管理水平，

夯实了安全环保基础。全年环保监控稳定达标，安全生产实现四无目标。 

6.坚持党建引领， 凝聚红色动力 

公司全体党员和管理人员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企

业发展全过程和工作各方面，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两个作用”，企业发展的“红色动力”不断增强。 

7.报告期内，公司还存在以下压力和不足 

（1）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给行业发展带来诸多的不确定性。 

（2）企业的管理精益化水平跟不上公司发展的步伐。 

（3）企业体制机制需进一步活化，企业内生动力需要进一步激活。 

（4）人才育成，激励能人、制度留人等需要大胆创新。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白酒收入 10,074,148,990.37 2,297,290,737.32 76.08% -0.89% -15.33% -1.71%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企

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根据财政部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

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

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

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

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

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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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 日起施行。公司自上述文件规定的

起始日开始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其

中新收入准则变更于 2020 年 1 月 1 日开

始执行。 

根据财政部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颁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

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

（以下简称"《修订通知》"），对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和《修订通知》的要求编制 2019

年度财务报表以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

表。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

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

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情况详见财务报表附注一、公司基本情况中 2、合并报表范围及变化。 

 

 

 

 

 

 

 

 

 

 

董事长: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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