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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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孙爱保、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晓钧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任兴祥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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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2,550,174.18 4,980,821,935.81 -6.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4,191,947,517.27 4,187,022,955.16 0.12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20,606,840.16 32,677,760.26 -775.1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859,847,679.08 1,263,255,482.63 -3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85,856,751.20 120,063,926.11 -28.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66,391,067.53 107,101,458.36 -38.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04 2.93 减少 0.8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5 -2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5 -2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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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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86,438.42 -100,38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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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5,042.35 12,553,112.0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

收入和支出 

-211,332.54 -570,413.1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

损益项目 

1,705,486.86 13,898,745.20 理财产品收益和

代扣个人所得税

手续费返还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406.58 -10,406.58  

所得税影响额 -1,666,699.04 -6,304,967.84  

合计 5,035,652.63 19,465,68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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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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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 334,624,117 41.39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3,198,500 2.87 0 无 0 国有法人 

卞策 14,859,853 1.8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兰克林国海弹性市值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3,813,696 1.71 0 

无 

0 其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兰克

林国海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9,683,248 1.20 0 

无 

0 其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兰克

林国海基本面优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6,527,283 0.81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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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外贸信托·锐进 16期中欧瑞博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885,159 0.60 0 

无 

0 其他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外贸信托－中欧瑞博成长智投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830,393 0.60 0 

无 

0 其他 

吴玉芳 4,689,700 0.5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147,291 0.51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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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 334,624,117 人民币普通股 334,624,11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3,198,500 人民币普通股 23,198,500 

卞策 14,859,853 人民币普通股 14,859,85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兰克林

国海弹性市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813,696 
人民币普通股 

13,813,69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兰克林国海

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683,248 
人民币普通股 

9,683,24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兰克林国海

基本面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527,283 
人民币普通股 

6,527,283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外贸

信托·锐进 16期中欧瑞博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4,885,159 

人民币普通股 

4,885,159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外贸

信托－中欧瑞博成长智投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4,830,393 

人民币普通股 

4,830,393 

吴玉芳 4,689,700 人民币普通股 4,689,7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147,291 人民币普通股 4,147,29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其他股东之间公司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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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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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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86,655,392.20      239,647,000.00  -63.84 
主要系本期交易性金

融资产投入减少所致 

应收账款    144,575,066.72      108,819,719.49  32.86 
主要系本期应收销售

款增加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6,671,720.00       18,213,364.00  -63.37 
主要系本期票据减少

所致 

在建工程     97,119,031.65       41,301,560.99  135.15 
主要系本期项目投入

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176,652,768.81      413,350,667.78  -57.26 
主要系本期支付货款

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123,416,382.01  -100.00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收

入准则将 “预收款项”

调整至“合同负债”所

致 

应交税费     58,867,596.29       94,309,787.68  -37.58 
主要系本期缴纳税款

所致 

合同负债     74,480,903.30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收

入准则将 “预收款项”

调整至“合同负债”所

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859,847,679.08    1,263,255,482.63  -31.93 
主要系本期受疫情影

响收入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    531,408,341.15      767,189,552.69  -30.73 

主要系本期受疫情影

响收入减少相应成本

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128,405,878.35      239,927,515.43  -46.48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收

入准则，将原计入销售

费用的市场促销投入

调减，且受疫情影响广

告及业务宣传费减少

所致 

研发费用     10,737,772.16        7,595,905.38  41.36 
主要系本期研发投入

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20,606,840.16  32,677,760.26  -775.10 

主要系本期受疫情影

响收入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94,797,774.55  -96,135,933.96  302.63 

主要系本期投资收回

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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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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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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爱保 

日期 2020年 10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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