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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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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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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粮液 股票代码 00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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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智辅 肖祥发 

办公地址 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岷江西路 150 号 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岷江西路 150 号 

电话 （0831）3567000、3566938、3567988 （0831）3567000、3566938、3567988 

电子信箱 000858-wly@sohu.com 000858-wly@sohu.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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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21,181,221.36 15,621,127,660.56 37.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110,255,593.99 4,971,505,554.13 4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086,663,072.03 4,959,327,974.09 42.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96,647,017.74 3,164,691,697.55 -81.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859 1.310 41.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859 1.310 4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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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37% 10.03% 增加 2.3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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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430,592,528.77 70,922,626,679.43 13.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7,213,278,990.95 53,334,081,189.48 7.27% 

注：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规定，报

告期内公司股本总额因增发股份影响所有者权益金额的事项发生变动，在计算每股收益时应根据股份变动

的时间对股本总额进行加权平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3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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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21% 1,366,548,020  质押 163,300,000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63% 761,823,34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34% 246,040,87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2.43% 94,414,20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4% 40,192,100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0.61% 23,696,280 23,696,28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消费行业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2% 20,218,241    

国泰君安证券资管－中国银行－国泰君安君享五

粮液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50% 19,414,047 19,414,047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

品-005L-CT001深 
其他 0.44% 16,984,55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宜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3% 16,775,62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在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系宜

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余流通股股东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一致行动人未知。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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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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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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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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坚持以十九大精神为思想引领，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四川的重要指示，以省委省府

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重点培育食品饮料等万亿级支柱产业及“振兴川酒”等决策部署为行动指南，紧

扣时代发展主题，抢抓发展机遇，围绕公司“二次创业”发展目标，全面推进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等各项

改革举措稳步扎实落地，取得阶段性成效，发展态势不断向好，经营业绩持续攀升。 

（一）生产系统坚守并大力弘扬传统工艺，实现提质增效新突破。 

报告期内，公司大力弘扬纯粮固态发酵的传统工艺，进一步发挥五粮酿造优势，品质上精益求精。同

时坚持以“增强供给力”为目的，加大调整力度，实现提质增效新突破。一是深入调研分析，采取多重措

施推动生产系统良性运行；二是强化过程管理，构筑生产系统坚实保障；三是重视技能培训，保证生产工

艺有力传承。上半年，公司一级酒产量大幅增长。 

（二）营销系统坚持“强品牌、拓渠道、拉动销”的发展思路，营销工作取得新突破。 

1.五粮液品牌推广与宣传成效显著。按照 “以核心消费群体培育为中心，打造品牌力”的总体要求，

上半年公司启动了公司高层“走访大企业”活动，通过走访，与更多的高端商务消费圈群建立了联系，搭

建了良好的互动平台；同时，公司紧紧围绕五粮液“品牌提升和价值重塑”，大幅提升传统户外媒体利用

率和覆盖率。 

2.“百城千县万店”工程稳步推进。公司继续坚持“以核心终端建设为基础，以核心消费群培育为中

心”，持续全面推进“百城千县万店”工程，采取稳步推进策略，更加强调工程建设的质量。  

3.商家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公司持续实施“优质投放”的计划管理原则，将有限的五粮液产品资源

向重点市场、核心终端和“百城千县万店”工程取得成效的市场倾斜，进一步优化商家结构。同时，公司

也进一步提高了新商家选择标准。 

4.系列酒品牌“三聚焦”原则加速落地，品牌清理有序推进。系列酒按照“向中高价位产品聚焦、向

自营品牌聚焦、向优势品牌聚焦”的原则，加快完善“从次高端到中端到低端”的系列酒重点品牌构建。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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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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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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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子公司 

名称 

主要经

营地 

注册

地 

业务 

性质 
主要业务 

持股比例 取得

方式 直接 间接 

四川省洁倍

柯环境科技

有限责任公

司 

宜宾 宜宾 
科技推广和

应用服务业 

环保工程；水环境污染防治、大气环境污

染防治、土壤环境污染防治的服务；环境

保护监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市

政设施管理；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地基

基础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建筑装修

装饰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 

  26.01% 设立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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