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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95                    证券简称：*ST 皇台                     公告编号：2019-043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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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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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格玛会计事务所（特殊合伙人）为本公司出具了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强调事项段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

报告的专项说明，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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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皇台 股票代码 000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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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维宏  

办公地址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西关街新建路55号  

传真 （0935）6139888  

电话 （0935）6139865  

电子信箱 htjy000995@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本公司主要从事白酒与葡萄酒生产和销售。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白酒行业

属于“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C15）。本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未发生变化。 

2018年，公司可持续经营能力未发生客观改变，主要受制于资金短缺，销售困境难以打开，市场低迷，造成主营业务亏

损。同时，因历史遗留问题拖累，使得生产经营受到制约。公司在国内上市酒企板块中，无论是营收、市值、毛利率、总资

产、净资产、现金流都处于绝对靠后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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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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25,483,382.88 47,605,091.18 -46.47% 177,828,067.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5,481,490.92 -187,630,340.29 49.11% -126,677,49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3,682,704.65 -165,046,612.65 55.36% -106,938,822.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86,445.71 -25,957,203.22 88.49% 17,681,817.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4 -1.06 49.06% -0.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4 -1.06 49.06% -0.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0.45%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228,498,240.72 252,214,593.48 -9.40% 392,495,322.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8,179,428.18 -142,697,937.26 -66.91% 44,932,403.0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675,862.10 553,267.45 1,274,842.77 15,979,41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081,980.95 -16,804,361.75 -12,022,040.90 -53,573,107.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083,265.23 -350,910.62 -12,043,146.01 -48,502,382.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4,834.94 -199,271.12 284,024.65 -2,676,36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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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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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厚丰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9.60% 

34,770,00

0 
34,770,000 冻结 34,7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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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皇台商

贸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3.90% 
24,667,90

8 
24,667,908 质押 24,667,908 

徐莉蓉 
境内自然

人 
3.07% 5,445,489 5,445,489  5,445,489 

吴东魁 
境内自然

人 
1.85% 3,278,802 3,278,802  3,278,802 

彭汉光 
境内自然

人 
1.42% 2,522,701 2,522,701  2,522,701 

冯建忠 
境内自然

人 
1.11% 1,967,200 1,967,200  1,967,200 

徐云富 
境内自然

人 
0.91% 1,608,651 1,608,651  1,608,651 

田亚南 
境内自然

人 
0.86% 1,518,200 1,518,200  1,518,200 

马文超 
境内自然

人 
0.83% 1,474,801 1,474,801  1,474,801 

徐浪 
境内自然

人 
0.79% 1,406,327 1,406,327  1,406,32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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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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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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公司2018年市场销售持续大幅下降,归属于母公司净亏损9,548.15万元，净资产为负数,资不抵债，同

时银行借款14,945.56万元逾期未归还,流动负债远远高于流动资产,营运资金极度短缺,偿债能力很弱，欠

缴税费，公安立案调查，股民和供应商等司法诉讼。受外部市场冲击和公司内部结构调整影响，公司市场

销售规模持续缩减，银行借款14,945.56万元逾期未归还，流动负债远远高于流动资产,营运资金极度短缺。

公司2018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亏损为7,368.27万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累计亏损72,752.3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23,817.94万元，流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32,109.53万元，表明存在可能导

致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疑虑的不确定性。 

2018年公司仍然紧抓食品安全工作。送检的白酒及葡萄酒，经武威市食品检验检测，合格率100%；甘

肃省食品检验研究院和食品稽查局现场抽查，抽查合格率100%；武威市质监局对5款产品进行“包装设计

与产品价值是否匹配”的计量监督专项抽查，抽查合格率100%。在西北五省产品质量鉴定品评会上，52度

冰川26年荣获产品创新奖，42度皇台青花12年荣获产品质量优秀奖。皇台酒不论是理化指标，还是外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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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都是值得老百姓放心的品牌。 

节约就是效益。公司组织员工自行清理危房建筑垃圾、维修危房、重建围墙、铺设过路水管道、平整

作业道、林带清理等，节省人工费近20万元。利用库存废料完成了葡萄酒车间21个窗户遮阳板及卸葡萄操

作安全平台防护栏的制作，废料重复利用，节约了生产成本。 

因公司2016、2017年净利润连续为负值，2017年度净资产为负，公司股票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根据

董事会年初确定的“保净利润为正、保净资产为正”的“双保”目标，2018年11月起，利用有限时间推进

资产重组工作。券商、审计、评估、律所等中介机构均按重组工作排期按期推进，完成了资产评估、审计

报告的出具；完成了公司设立及标的公司变更、土地使用权转移登记等。最终因大股东交易资金不到位导

致重组失败。 

2019年4月12日，甘肃盛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皇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

北京皇台商贸有限责任将在公司中拥有的表决权24,667,908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3.90%，全部不

可撤销的委托给盛达集团行使，使得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盛达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赵满堂。详情

请查阅公司2019年4月1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30）、《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粮食白酒 15,169,488.00 7,602,108.50 49.89% -61.34% -62.53% 1.60% 

葡萄酒 8,888,355.23 10,266,435.70 -15.50% 69.27% 25.59% 40.17%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16年度和 2017年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12,667.75万元和-18,763.03万元，公司被深圳证券

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2018年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548.15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18年修订）》第14.1.1条的规定，公司股票由于两个会计年度净利润连续为负值在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后，若首个会

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为负值，深圳证券交易所有权决定公司股票暂停上市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8年修订）》14.1.4条的规定，公司将在披露2018年年度报告的同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年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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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披露日开始停牌。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停牌后15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公司股票暂停上市后，若2019年无法达到恢复上市的标准，公司股票将终止上市。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修改公司的财务报表列报：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

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应收利息”和“应收股利”并入“其他应收款”列示；“应付利息”和“应付股利”并

入“其他应付款”列示；“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定资产”列示；“工程物资”并入“在建工程”列示；“专项应付款”并

入“长期应付款”列示。 

（2）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管理费用”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用”单独列示；在利润表

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其中：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项目。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8年11月2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8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议案》，公司和关联方上海厚丰拟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甘肃唐之彩葡萄酒业有限公司。公司拟以实物方式出资，资产

为4416亩葡萄基地、葡萄酒车间机器设备等；关联方上海厚丰拟以现金出资，金额为100万元。2018年11月16日，公司召开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议案》。本年度将新增合并单位：

甘肃唐之彩葡萄酒业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2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8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公司全资子公司甘肃凉州皇台葡萄酒

业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将全资子公司凉州皇台100%的股权以象征性对价人民币1元的价格出售给上海

厚丰。2018年11月27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公司全资子公司甘肃凉州皇台葡萄酒

业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018年12月25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公司拟将其持有的甘肃唐之彩葡萄酒业有

限公司69.5525%的股权转让给上海厚丰，交易价格为15,719.37万元。两项交易对手方均为控股股东上海厚丰，且互为前提，

因出售唐之彩公司69.5525%股权的交易截止2018年底尚未完成，本年度仍把甘肃凉州皇台葡萄酒业有限公司作为公司合并报

表的范围。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胡振平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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