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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68                           证券简称：泸州老窖                           公告编号：2021-38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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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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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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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泸州老窖 股票代码 000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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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洪波 王川 

办公地址 
四川省泸州市南光路泸州老窖营销网络指

挥中心 

四川省泸州市南光路泸州老窖营销网络指

挥中心 

电话 (0830)2398826 (0830)2398826 

电子信箱 dsb@lzlj.com dsb@lzlj.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317,097,027.05 7,634,482,901.87 2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226,316,722.25 3,220,452,190.27 31.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208,650,132.88 3,233,951,849.05 30.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38,237,039.90 728,815,422.24 275.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89 2.20 31.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89 2.20 31.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78% 15.32%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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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7,504,080,677.67 35,009,203,823.45 7.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307,106,220.71 23,074,858,552.59 5.3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18,54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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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泸州老窖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6.02% 381,088,389 0   

泸州市兴泸投

资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4.99% 365,971,14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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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38,169,467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易

方达蓝筹精选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2.53% 37,000,115 0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2.31% 33,842,059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08% 30,404,27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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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23,499,891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43% 20,937,5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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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8% 12,868,345 0   

中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
-005L-CT001

深 

其他 0.76% 11,061,84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1、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泸州市兴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均为泸州市国资委下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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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明 有控股公司，两家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详细情况参见公司 

2016 年 1 月 5 日公告《关于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1

（http://www.cninfo.com.cn/）；并于 2021 年 5 月 27 日续签了一致行动人协议，详细情况参

见公司 2021 年 5 月 27 日公告《关于股东续签一致行动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8

（http://www.cninfo.com.cn/）2、除此之外，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

致行动人未知。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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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泸州老窖股

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

期） 

19 老窖 01 112959.SZ 2019 年 08 月 27 日 2024 年 08 月 28 日 250,000 3.58% 

泸州老窖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

期） 

20 老窖 01 149062.SZ 2020 年 03 月 17 日 2025 年 03 月 17 日 150,000 3.5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34.78% 33.78%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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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60.65 45.05 

三、重要事项 

     1、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长沙迎新支行、中国工商银行南阳中州支行等三处储蓄存款5亿元涉及合同纠纷，结合公安机关

保全资产情况以及律师出具的专业法律意见，公司对5亿元合同纠纷存款计提了2亿元坏账准备。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公

司与中国农业银行长沙迎新支行（一审判决后上诉期间，该行被撤销，其权利义务由中国农业银行长沙开福支行承继）储蓄

存款合同纠纷作出终审判决，对于我公司通过刑事执行程序不能追回的损失，由中国农业银行长沙开福支行承担40%的赔偿

责任，中国农业银行长沙红星支行承担20%的赔偿责任，其余损失由公司自行承担。后公司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该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经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中国农业银行长沙开福支

行和中国农业银行长沙红星支行分别部分履行了民事判决所确定的赔偿责任，公司于2021年7月已收到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支付的执行款52,812,061.75元。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南阳中州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尚处于民事诉讼二审审理状态。截至本

报告披露日，公司共收回三处储蓄合同纠纷相关款项26,776.72万元。 

详细情况参见公司公告： 

公告日期 公告编号 公告目录 指定公告网站 

2014年10月15日 2014-35 《重大诉讼公告》 http://www.cninfo.com.cn/ 

2014年11月12日 2014-41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2014年12月6日 2014-43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之二》 

2015年1月10日 2015-1 《重大事项公告》 

2015年2月4日 2015-4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2015年3月25日 2015-11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之三》 

2015年4月18日 2015-20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之四》 

2015年4月22日 2015-21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之二》 

2015年4月24日 2015-25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之五》 

2015年7月15日 2015-44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之六》 

2015年7月22日 2015-45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之七》 

2018年6月6日 2018-17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之八》 

2019年5月7日 2019-11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之九》 

2019年5月17日 2019-13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之十》 

2020年3月24日 2020-6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之十一》 

2020年5月6日 2020-14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之十二》 

2020年11月7日 2020-34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之十三》 

2021年7月6日 2021-30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之十四》 

    2、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的要求，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 

3、公司以全资子公司泸州老窖酿酒有限责任公司为主体，投资实施酿酒工程技改项目。2020年6月30日，公司2019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酿酒工程技改项目投资的议案》对酿酒工程技改项目增加投资146,299.65万元，本次增加投

资后，酿酒工程技改项目总投资额为887,727.65万元，详情参见公司于2016年4月28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投资酿酒工程技改

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12；于2020年6月2日披露的《关于增加酿酒工程技改项目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7

（http://www.cninfo.com.cn/）。截至2021年6月30日，项目已完成工程进度的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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