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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04                           证券简称：洋河股份                           公告编号：2022-006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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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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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不含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中持有的回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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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河股份 股票代码 00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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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红珍 孙大力 

办公地址 江苏省宿迁市洋河酒都大道 118 号 江苏省宿迁市洋河酒都大道 118 号 

传真 0527-84938128 0527-84938128 

电话 0527-84938128 0527-84938128 

电子信箱 yanghe002304@chinayanghe.com yanghe002304@chinayangh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度全国规模以上白酒企业为965家，较上年减少75家；白酒产量715.63万千升，同比下降

0.59%；实现营业收入6033.48亿元，同比增长18.69%；实现利润总额1701.94亿元，同比增长32.95%。白酒行业产销总量趋

于平稳，名酒产区、区域市场及各价位段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集中化、品牌化、高端化趋势进一步凸显，白酒行业发展质

量进一步提升。 

公司是全国大型白酒生产企业，是白酒行业唯一拥有洋河、双沟两大中国名酒，两个中华老字号，六枚中国驰名商标的

企业。公司主导产品梦之蓝、天之蓝、海之蓝、苏酒、珍宝坊、洋河大曲、双沟大曲等系列白酒，在全国享有较高的品牌知

名度和美誉度。报告期内，公司顺应行业发展趋势，积极应对市场竞争，实现营业收入253.5亿元，同比增长20.14%；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5.08亿元，同比增长0.3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73.73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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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同比增长30.44%。公司销售规模居行业前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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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798,704,193.76 53,866,259,306.59 25.86% 53,455,037,84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2,486,209,789.59 38,484,583,983.54 10.40% 36,508,835,491.47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25,350,178,204.45 21,101,051,131.79 20.14% 23,126,476,885.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07,682,797.40 7,482,228,633.63 0.34% 7,382,822,726.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372,758,257.29 5,652,068,941.98 30.44% 6,555,890,029.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318,165,480.53 3,978,790,835.80 285.00% 6,797,891,871.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5.0141 4.9843 0.60% 4.89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5.0141 4.9843 0.60% 4.89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55% 20.20% -1.65% 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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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20,001,017.41 5,023,263,888.13 6,398,931,341.75 3,407,981,957.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62,525,751.53 1,798,920,060.49 1,551,077,792.96 295,159,192.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10,668,717.54 1,357,214,536.05 1,682,026,888.45 522,848,115.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19,559,010.60 -826,313,876.01 3,380,809,975.07 9,844,110,37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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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74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5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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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洋河集团 国有法人 34.16% 514,858,93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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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江苏蓝色同盟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55% 294,591,926 -28,546,700   

上海海烟物流

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67% 145,708,137 0   

上海捷强烟草

糖酒（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96% 59,744,099 -864,40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06% 46,048,354 -72,536,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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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28,882,107 13,96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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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27,200,000 27,200,00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易

方达中小盘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11% 16,700,000 9,219,999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2% 13,790,044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85% 12,766,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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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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