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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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孙爱保、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晓钧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任兴

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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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1,472,273.29 5,102,759,675.14 -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318,640,284.64 4,256,438,534.93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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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729,774.95 -191,086,152.46 4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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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049,309.13 365,692,155.10 37.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1,416,945.59 46,387,036.29 32.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7,751,887.73 42,096,363.18 37.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43 1.10 增加 0.3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8 0.06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8 0.06 33.3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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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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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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9,3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88,697.9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05,680.96 个人所得税手续

费返还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66.94  

所得税影响额 -1,111,952.75  

合计 3,665,05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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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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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 334,624,117 41.39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兰克林国海中小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9,813,500 1.21 0 无 0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兰克林国海弹性市值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806,835 0.97 0 无 0 其他 

戴大亮 5,018,100 0.6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汪文政 5,000,000 0.6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吴玉芳 4,689,700 0.5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贺正生 4,375,178 0.5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廖雪静 4,107,560 0.5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

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121,095 0.39 0 无 0 其他 

卞策 2,884,553 0.3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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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 334,624,117 人民币普通股 334,62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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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兰克林国

海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813,500 人民币普通股 9,813,5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兰克

林国海弹性市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806,835 人民币普通股 7,806,835 

戴大亮 5,018,100 人民币普通股 5,018,100 

汪文政 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0 

吴玉芳 4,689,700 人民币普通股 4,689,700 

贺正生 4,375,178 人民币普通股 4,375,178 

廖雪静 4,107,560 人民币普通股 4,107,56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121,095 人民币普通股 3,121,095 

卞策 2,884,553 人民币普通股 2,884,55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其他股东之间公司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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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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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502,360,815.33  810,260,005.86  -38.00 

主要系本期支付货

款增加及购买理财

产品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

产 
686,655,392.20  529,655,392.20  29.64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

品投入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165,473,313.24  100,097,037.83  65.31 
主要系本期应收销

售款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149,976,164.87  95,919,966.14  56.36 
主要系本期项目投

入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278,740,798.68  374,722,312.07  -25.61 
主要系本期支付货

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76,255,387.97  109,932,594.75  -30.63 
主要系本期缴纳税

款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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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501,049,309.13  365,692,155.10  37.01 
主要系本期销量增

加所致 

营业成本 319,748,314.33  210,820,897.11  51.67 

主要系本期销量增

加相应营业成本同

比增加所致 

税金及附加    21,948,275.24    16,328,840.84  34.41 

主要系本期销量增

加相应税金及附加

同比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3,416,694.44     2,402,515.36  42.21 
主要系本期研发投

入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2,593,704.07    -3,927,977.84  33.97 
主要系本期利息收

入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5,094,980.96     1,785,127.02  185.41 

主要系本期收到政

府补助较上年同期

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5,729,774.95  -191,086,152.46  49.90 

主要系本期销量收

入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11,731,097.60  -55,299,405.35  -282.88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

品投资收回较上年

减少及工程项目投

入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59,969.51  26,060,665.83  -101.00 

主要系上年同期收

到投资状元红公司

投资款及非公开发

行股票对象的认购

保证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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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 月 24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

议案；2020 年3 月 16 日，公司2020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等议案。鉴于资本市场环

境变化，并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发展规划等诸多因素，公司经审慎分析并与相关各方反复沟

通，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2020 年 8月1 4 日，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该等议案。根据上述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议案之日起 12 个月。鉴于上述有效期即将届满，为确保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顺利推进，2021年2月24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2021 年 3 月 12 日，公司2021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等议案。公司于2020年9月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批文，已于2021

年4月27日完成股份发行工作，募集资金总额9.5亿元，将全部用于黄酒产业园项目（一期）工程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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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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爱保 

日期 2021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