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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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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周一虹 独立董事 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 李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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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黄河 股票代码 00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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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星  

办公地址 兰州市城关区庆阳路 219号金运大厦 22层  

传真 0931-8449005  

电话 0931-8449039  

电子信箱 huxing99yan@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从世界范围来看，啤酒是继水和茶之后消耗量排第三的饮品，啤酒行业是酒精饮料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也是啤

酒的生产和消费大国。2021年，我国啤酒行业运行平稳，国内规模以上啤酒企业累计产量3562.4万千升，同比2020年增长4.4%，

产量有所恢复，但仍较疫情前2019年的产量下降近203万千升（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大体延续了自2015年以来产量逐

年下降的趋势。目前，国内啤酒行业整体已处于成熟期，行业集中度较高，行业发展面临着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主力消费

人群减少、啤酒消费需求升级、高端产品竞争力不及外资品牌等诸多问题，各大啤酒企业纷纷通过采取调整产品结构，发力

中高端产品等措施加以应对，国内不同地域中小啤酒生产企业承受的市场竞争压力越来越大。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仍为啤酒、麦芽、饮料的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包括“黄河”、“青海湖”系列啤酒和“黄河”系

列麦芽等，啤酒和麦芽的产销占全部主营业务的近90%。公司经营模式为产品研发——原辅材料采购——啤酒酿造和麦芽制

造——产成品销售。公司作为区域性品牌啤酒生产企业，产品主要在甘肃和青海两省销售，主要竞争对手为雪花啤酒和青岛

啤酒。2021年，特别是第四季度，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在甘、青两省主要城市多点爆发，餐饮、娱乐和旅游等业态基本陷

于停滞以及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和能力明显下滑影响，两省啤酒市场整体容量仍呈下降趋势，公司主要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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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落实当地的防疫政策而受到一定影响，但公司仍然凭借着“黄河”和“青海湖”双品牌系列产品良好的品牌亲和力和影响力

以及良好的产品质量，顶住竞争压力，基本维持了在甘、青两省属地市场的市场份额，啤酒产销量较上年略有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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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1,300,502,704.97 1,297,640,953.11 0.22% 1,371,956,538.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70,485,964.33 651,372,031.84 2.93% 681,257,704.08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308,542,694.80 306,628,889.77 0.62% 455,471,71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113,932.49 -29,885,672.24 163.96% 15,632,29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079,097.55 -22,690,146.93 -10.53% -8,750,707.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0,499,489.76 -25,939,504.68 -750.05% -14,325,199.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29 -0.1609 163.95% 0.08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29 -0.1609 163.95% 0.08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9% -4.49% 7.38% 2.3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01,483,021.09 84,187,262.77 80,133,066.80 42,739,34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16,532.17 -7,112,889.24 38,361,701.80 -20,451,412.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789.68 -3,684,466.22 -4,486,024.30 -16,857,817.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342,267.81 -215,130,252.15 199,568,499.80 -250,280,0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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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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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4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6,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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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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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黄河新盛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50% 39,931,229 0   

湖南昱成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0% 9,288,300 0   

宁琛 境内自然人 3.88% 7,214,400 0   

甘肃省工业交

通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96% 5,495,947 -1,483,000   

兰州富润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3% 3,398,588 0   

张奕 境内自然人 1.08% 2,013,009 130,000   

深圳顺合盛国

际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9% 1,468,010 0   

甘肃新盛工贸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5% 1,013,600 0   

任娜嘉 境内自然人 0.50% 920,600 15,60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鹏华中证酒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46% 849,500 849,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兰州黄河新盛投资有限公司”、“兰州富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深圳顺合盛

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同受公司实际控制人杨世江先生控制，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张奕”通过其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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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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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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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1年1月，公司子公司天水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水公司”）以自有的土地使用权、房屋建筑物、机器

设备等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甘肃庆河嘉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5,251.00万元，并纳

入合并报表范围。2021年9月，为共同开发土地，天水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兰州易兴通达置业有限公司，并与其签订股权转

让协议，以人民币6000万元的价格转让了其持有的项目公司60%股权,股权转让后，天水公司持有项目公司40%的股权。本次

股权出售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符合公司盘活闲置资产、提升经济效益的战略规划，产生的收益有利于主业发

展，有助于业绩提升。有关详细内容请参阅公司分别于2021年8月17日、9月3日和9月10日在指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子公司天

水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闲置土地开发项目进展暨签署合作经营协议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临）-37）、《子公司

天水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闲置土地开发项目有关情况的说明公告》（公告编号：2021（临）-41）和《2021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临）-43）。 

    此外，本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亦未发生其他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

响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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