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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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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银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郭春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杨翠玉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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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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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79,066,434.19 202,802,555.11 86.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1,432,694.35 -4,668,805.66 1,63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9,967,982.55 -3,018,950.63 2,417.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0,872,850.75 -98,967,840.95 201.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87 -0.0104 1,625.9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87 -0.0104 1,625.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3% -0.20%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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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1,198,069.46 2,662,221,891.27 1.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16,573,115.91 2,245,380,618.38 3.1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923.0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779,894.8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7,779.13  

减：所得税影响额 488,445.0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594.09  

合计 1,464,711.8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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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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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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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青海华实科技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7.51% 258,773,040 0 质押 187,500,000 

湖北正涵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0% 13,500,000 0   

南方基金－农业

银行－南方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63% 2,841,700 0   

博时基金－农业

银行－博时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63% 2,841,700 0   

广发基金－农业

银行－广发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63% 2,841,700 0   

易方达基金－农

业银行－易方达

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63% 2,841,700 0   

华夏基金－农业

银行－华夏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63% 2,816,528 0   

嘉实基金－农业

银行－嘉实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61% 2,734,200 0   

#吴新生 境内自然人 0.36% 1,633,664 0   

#陈家夫 境内自然人 0.26% 1,169,80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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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汇丰－

GOLDMAN, 

SACHS & 

CO.LLC 

境外法人 0.24% 1,100,000 0   

工银瑞信基金－

农业银行－工银

瑞信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20% 896,920 0   

恒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8% 830,6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青海华实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58,773,040 人民币普通股 258,773,040 

湖北正涵投资有限公司 13,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500,0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2,841,700 人民币普通股 2,841,7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2,841,700 人民币普通股 2,841,7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2,841,700 人民币普通股 2,841,7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841,700 人民币普通股 2,841,7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2,816,528 人民币普通股 2,816,528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2,734,200 人民币普通股 2,734,200 

#吴新生 1,633,664 人民币普通股 1,633,664 

#陈家夫 1,169,801 人民币普通股 1,169,801 

高华－汇丰－GOLDMAN, SACHS 

& CO.LLC 
1,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0,0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

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896,920 人民币普通股 896,920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30,600 人民币普通股 830,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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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1、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青海华实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 246,773,040 股，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份 12,000,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58,773,040 股。 

2、报告期内，公司股东吴新生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通过申万宏源证券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633,664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633,664 股。 

3、报告期内，公司股东陈家夫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1,700 股，通过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128,101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169,801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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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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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说明： 

                                                                                单位：元 

项目 本期期末数 上期年末数 变动比例 变动说明 

货币资金 323,562,713.22 247,248,889.89 30.87% 

主要原因系随着国内“新冠”疫情的有效控制，国内经济持

续复苏，白酒行业趋势向好，公司整体业务得到逐步恢

复;公司持续聚焦白酒板块，核心区域业务得到了修复;公

司营业收入增长。 

其他流动资产 2,454,250.43 5,704,526.83 -56.98%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待抵扣税金和预交所得税减少所

致。 

使用权资产 6,729,112.24   100.00%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执行新租赁准则后将租赁资产确认

为使用权资产。 

合同负债 47,998,391.68 31,480,317.34 52.47%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销售预收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6,057,294.19 31,681,561.83 -49.32% 
主要原因系2020年底计提的职工工资、奖金在本报告期

按时发放。  

应交税费 36,331,283.58 55,923,687.26 -35.03% 主要原因系上缴2020年计提的消费税。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2,510,467.59   100.00%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执行新租赁准则，将一年内到期的

租赁负债确认为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6,284,276.70 4,092,371.87 53.56%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销售预收款增加所致。 

租赁负债 1,421,263.14   100.00%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执行新租赁准则，本期末确认租赁

负债。 

2、合并利润表变动情况说明：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变动说明 

营业收入 379,066,434.19 202,802,555.11 86.91%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同时，以“大

国品牌”IP 的应用为切入点，把广宣内容化;传播上倾向新媒

体，关注用户到达率;有效提高广宣投放的效率和精准率。2021 

年 1-3 月销售、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同时，明确了

国之德系列、第三代出口型系列、星级系列产品为公司主推产

品，调整核心产品价格体系，优化产品结构，整体业绩实现扭

亏为盈。 

营业成本 137,939,970.17 70,438,299.21 95.83% 主要原因系受销售数量增长的影响。 

税金及附加 59,372,611.18 30,303,676.23 95.93% 主要原因系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税金及附加相应增加。 

财务费用 -325,995.72 -2,585,635.38 -87.39% 主要原因系美元等汇率变化引起汇兑损益的变动。 

投资收益 -17,979.61 -108,561.77 83.44%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联营企业亏损减少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851,328.93 -378,239.24 -125.08%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计提应收款减值准备较上年同期增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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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资产减值损失 18,816.47 -13,847.08 235.89%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计提存货减值准备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4,355.38 12,311.00 -64.62% 主要原因系上年同期收到扣款。 

营业外支出 4,004.25 4,609,449.25 -99.91% 主要原因系上年同期抗疫捐赠支出。 

所得税费用 25,774,628.01 4,086,474.52 530.73%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增加，所得税相应增

加。 

净利润 70,681,040.85 -7,388,396.65 1056.65%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净利润相应增

加。 

3、合并现金流量表变动情况说明：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变动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0,872,850.75 -98,967,840.95 -201.92%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市场销售回暖， 

销售回款增加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

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139,512.43 261,581.78 -46.67%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受美元等汇率变动的影响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净增加额 

76,313,754.46 -122,266,650.87 -162.42%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营业收入增长，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增加 

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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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分别于2020年5月29日、2020年8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临时）、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

90,000,000股（含本数），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7,579.60万元（含本数）。 

2021年1月2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1〕172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9,000万股新股，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可相应调

整本次发行数量。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12 个月内有效。 

2、2020年7月29日，公司收到了控股股东青海华实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实投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

的告知函》。华实投资计划在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本

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0,829,3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065%（包括集中竞价买入的股份）。2021年2月19日，公司收到控

股股东华实投资《关于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华实投资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10,752,5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3894%。 

3、2021年1月4日，公司接到副董事长郭守明先生书面通知，郭守明先生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

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1,8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49%。2021年2月3日，公司收到副

董事长郭守明先生《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书》，郭守明先生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4、2021年2月19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华实投资通知，华实投资计划在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

的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9,072,6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161%（包括集中竞价买入的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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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2020 年 05 月 30 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33）

及其他相关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8 月 26 日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68），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0 年 10 月 10 日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受理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76），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0 年 10 月 23 日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

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9），详见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2020 年 12 月 25 日 

《关于<关于请做好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

议准备工作告知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20-105），详见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1 年 01 月 05 日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审会审核通过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01），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1 年 01 月 26 日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08），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控股股东华实投资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事项 

2020 年 07 月 30 日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58），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1 年 02 月 19 日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3），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副董事长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减持股份事项 

2021 年 01 月 05 日 
《关于副董事长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2021-002），详见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2021 年 02 月 04 日 
《关于副董事长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2021-012），详见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股股东华实投资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减持股份事项 
2020 年 02 月 19 日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14），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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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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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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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

主要内

容及提

供的资

料 

调研的基本

情况索引 

2021 年 03

月 25 日 

青海互助青稞

酒股份有限公

司七楼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张炜林；广州创钰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唐小皓；甘肃长城兴陇丝路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杨林军、霍玥彤、赵月明；五矿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李昭庆；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郭书捷；深圳深国融前海金融管理股份集团

邹鸿湘；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杨成云、舒德禄；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杰、周晓蕾、贺译萱；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若伦；九泰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邓茂；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沈舒

骋、李健男；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蔡泽煜；北

京睿石成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马斌；湖南楚恒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罗威；青海睿鑫低碳股权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唐玉成。投资者蓝健新、林建成、

张志贤、林俊彬、潘小倪。 

公司发

展历程、

所处行

业状况、

主营业

务、战略

落地措

施。 

详见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

o.com.cn)青

青稞酒 2020

年 3 月 26 日

投资者关系

活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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