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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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唐文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秦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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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6,743,924.68 2,268,420,218.88 1.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59,232,226.20 1,956,487,687.51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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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52,196.18 -64,135,7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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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709,950.48 146,509,481.24 8.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44,548.80 -2,011,58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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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8,889.15 -2,509,917.52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4 -0.10 增加 0.2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4 -0.003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4 -0.003 不适用 

注： 

因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市场消费及公司生产经营逐渐恢复，本期的营业收入、利润总额

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较上年同期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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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2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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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5,542.18 
其中递延收益摊销 87.02万元，当期

收到的政府补助 31.53万元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229.2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7,069.12  

所得税影响额 -223,35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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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695,65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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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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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 233,352,334 34.88 0 无   国有法人 

顾鹤富 34,411,280 5.1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海捷强烟草糖酒（集团）有限公司 7,420,312 1.11 0 未知  国有法人 

吴芳 7,267,800 1.09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食发（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6,401,070 0.96 0 未知   国有法人 

王桂英 5,134,800 0.77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集团）有限公司 3,519,289 0.53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512,231 0.52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上海南上海商业房地产有限公司 3,106,972 0.46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吕春玲 2,516,600 0.38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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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 233,352,334 人民币普通股  233,352,334 

顾鹤富 34,411,280 人民币普通股 34,411,280 

上海捷强烟草糖酒（集团）有限公司 7,420,312 人民币普通股 7,420,312 

吴芳 7,267,800 人民币普通股 7,267,800 

中食发（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6,401,070 人民币普通股 6,401,070 

王桂英 5,134,800 人民币普通股 5,134,800 

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集团）有限公司 3,519,289 人民币普通股 3,519,289 

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512,231 人民币普通股 3,512,231 

上海南上海商业房地产有限公司 3,106,972 人民币普通股 3,106,972 

吕春玲 2,516,600 人民币普通股 2,516,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为上

海捷强烟草糖酒（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益民

食品一厂(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

限公司同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二者为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本公司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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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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金额 增减（%）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27,521.85 40,856.07 -13,334.22 -32.64 用于理财产品投资 

交易性金融资产 38,172.27 25,105.44 13,066.83 52.05 理财产品投资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164.71 259.21 -94.50 -36.46 款项结算减少 

应付票据 395.00 200.00 195.00 97.50 货款结算减少 

应付职工薪酬 1,111.71 2,164.38 -1,052.67 -48.64 工资兑付所致 

应交税费 850.53 1,829.19 -978.66 -53.50 税金缴纳减少 

长期借款 702.00  702.00 不适用 长期贷款增加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金额 增减（%） 情况说明 

营业收入 15,871.00 14,650.95 1,220.05 8.33 

详见 2.1 主要财务数据（注） 
利润总额 376.77 -266.06 642.83 不适用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74.45 -201.16 475.61 不适用 

财务费用 26.95 -54.21 81.16 不适用 
因执行新租赁准则，财务费用有所

增加 

投资收益  63.02 -63.02 -100.00 
本期理财收益均在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核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59.35 196.67 62.68 31.87 
上年同期部分理财产品收益在投资

收益核算，本期暂无此因素 

营业外收入 4.24 0.52 3.72 715.38 
本期有保险赔款及资产清理收益，

上年同期无该因素 

营业外支出  29.19   71.37   -42.18   -59.10  

本期有捐款 5 万元及资产报废损失

23.99 万元，上年同期有新冠疫情

捐款 70 万元，存在较大差异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45.22 -6,413.57 5,368.35 不适用 

经营状况在后疫情时期逐步转好，

收入有所增长，经营性现金净流量

较上年有所改善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2,972.05 2,104.62 -15,076.67 -716.36 

本期增加 13,000 万元理财产品投

资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88.07 -45.47 533.54 不适用 

新增长期贷款 702 万元，因执行新

租赁准则，增加现金流出 168万元 

 

酒制造行业经营性信息： 

A、黄酒产品按产品档次分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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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产品档次 2021年 1－3月销售收入 2020年 1－3月销售收入 同比（%） 

中高档 12,496.65 11,471.39 8.94 

低档 2,945.87 2,803.72 5.07 

合计 15,442.52 14,275.11 8.18 

 

B、黄酒产品按销售渠道分类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渠道类型 2020年 1－3 月销售收入 2020年 1－3月销售收入 同比（%） 

直销（含团购） 4,302.97 4,024.37 6.92 

批发代理 11,139.55 10,250.74 8.67 

合计 15,442.52 14,275.11 8.18 

 

C、黄酒产品按地区分部分类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区域名称 2021年 1－3 月销售收入 2020年 1－3月销售收入 同比（%） 

上海 10,667.80 9,705.47 9.92 

江苏 4,003.79 3,658.27 9.44 

浙江 224.36 306.71 -26.85 

其他 546.57 604.66 -9.61 

合计 15,442.52 14,275.11 8.18 

 

D、公司 2021年一季度度经销商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经销商27家，退出经销商38家，报告期末共有经销商985家，较2020年年

底减少12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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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新增10万千升新型高品质黄酒技术改造配套项目（二期）” 已完成。为进一步降低仓

储成本，充分利用内部资源，公司在2018年大幅清退租借仓库，驳回外仓坛酒。为履行承诺，公

司在梳理外仓的同时，已停止使用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枫南村1组及青浦区朱家角镇的两处房屋。 

截止报告期末，上述两处房屋已不再使用，但由于2020年新冠疫情对公司销售的影响，使坛

装酒库存量接近饱和，因此，公司拟继续使用朱家角镇酒龙路190号淀山湖酒厂厂区对面的房屋，

待内仓条件适合时停止使用，预计使用至2021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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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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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唐文杰 

日期 2021年 4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