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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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实际到会董事 6 人，李曙光董事因工作原

因未出席现场会议，通过传阅方式对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三、公司负责人曾从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罗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罗

军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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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24,839,644.81 20,238,226,408.60 2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323,613,990.16 7,704,289,543.99 2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318,357,623.15 7,728,228,541.40 20.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505,475,102.10 -1,201,790,976.97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402 1.985 21.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402 1.985 21.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35% 9.86% 减少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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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22,689,550.59 113,893,139,013.72 5.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5,029,586,635.90 85,705,972,645.74 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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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4,98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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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23,612.42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637,229.7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973.44  

减：所得税影响额 2,158,023.2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77,442.25  

合计 5,256,367.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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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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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宾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43% 1,336,548,020 0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40% 791,823,343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50% 213,533,013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2.38% 92,385,936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4% 40,192,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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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5% 33,0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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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5% 32,829,27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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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3% 24,420,88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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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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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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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宾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336,548,020 人民币普通股 1,336,548,020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791,823,343 人民币普通股 791,823,34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13,533,013 人民币普通股 213,533,01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92,385,936 人民币普通股 92,385,93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0,192,100 人民币普通股 40,19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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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000,00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 深 
32,829,277 人民币普通股 32,829,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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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20,883 人民币普通股 24,420,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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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新兴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7,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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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36,745 人民币普通股 11,236,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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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控股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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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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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原因 

分析 

1 应收账款  144,440,921.42   41,496,170.35  102,944,751.07 248.08% 注1 

2 应收款项融资  3,313,755,024.79   2,024,442,016.72  1,289,313,008.07 63.69% 注2 

3 预付款项  358,677,315.02   247,259,080.42  111,418,234.60 45.06% 注3 

4 其他应收款  72,249,740.72   36,199,607.12  36,050,133.60 99.59% 注4 

5 合同负债  4,985,609,933.78   8,618,543,467.25  -3,632,933,533.47 -42.15% 注5 

6 其他流动负债  642,336,524.46   1,117,452,799.61  -475,116,275.15 -42.52% 注5 

序号 合并利润表项目 本年发生额 去年发生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原因 

分析 

1 管理费用  950,385,950.17   700,746,397.50  249,639,552.67 35.62% 注6 

2 研发费用 39,234,089.11 29,512,226.47 9,721,862.64 32.94% 注7 

3 其他收益 35,284,498.65 6,386,005.69 28,898,492.96 452.53% 注8 

4 营业外收入 25,326,426.75 4,479,113.05 20,847,313.70 465.43% 注9 

序号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年发生额 去年发生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原因 

分析 

1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 
 21,065,891,918.69   12,687,016,441.39  8,378,875,477.30 66.04% 注10 

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1,402,538,426.72   13,116,005,702.23  8,286,532,724.49 63.18% 注10 

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

工支付的现金 
 2,862,437,571.83   1,843,635,458.65  1,018,802,113.18 55.26% 注6 

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505,475,102.10   -1,201,790,976.97  6,707,266,079.07 不适用 注10 

5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440,643,520.47   144,478,236.10  296,165,284.37 204.99% 注11 

6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40,643,520.47   144,478,236.10  296,165,284.37 204.99% 注11 

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40,268,770.43   -144,439,052.98   -295,829,717.45  不适用 注11 

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5,065,206,331.67   -1,346,209,370.49   6,411,415,702.16  不适用 注10 

注1：主要系本报告期非酒类产品结算方式时间差形成的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注2：主要系本报告期确认的用于背书转让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注3：主要系本报告期非酒类产品业务购置原材料等预付款项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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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主要系公司员工差旅备用金采用年初借支年末归还的方式所致； 

注5：主要系上年末经销商打款积极、本季度销售旺季备货积极使用预收款增加综合所致； 

注6：主要系2020年度绩效奖一次性发放（上年同期则为两次），同时公司去年自2月起享受阶段性减

免企业社会保险费（该优惠政策本年已取消）综合影响所致； 

注7：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所致； 

注8：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注9：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收到法院知识产权侵权赔偿款所致； 

注10：主要系本报告期经营规模扩大（营业收入增加）及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收现增加所致； 

注11：主要系公司“成品酒包装及智能仓储配送一体化项目”等重大工程项目有序推进，在本报告期

结算的工程支出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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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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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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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按既定计划有序推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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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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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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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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月 15 日 

宜宾 

实地调研 

机构 

农银汇理、招商基金、鹏华基金 

公司发展战

略及生产经

营情况等 

巨潮资讯网

（http://w

ww.cninfo.

com.cn） 

2021 年 03 月 08 日 电话沟通 汇添富、申万宏源 

2021 年 03 月 09 日 电话沟通 Ninetyone 基金 

2021 年 03 月 10 日 上海 

券商策略

会、线上

电话交流 

机构 

鹏华基金、博时基金、长江养老、睿远

基金、长信基金、招商基金、国投瑞银、

天弘基金、兴全基金、兴城基金、东吴基

金、申万菱形、国泰基金等 

2021 年 03 月 11 日 杭州 

长城基金、盘京投资、富国基金、华夏

久银资管、东吴证券、东方证券资管、汇

安基金等 

2021 年 03 月 10 日 宜宾 富国基金 

2021 年 03 月 17-18 日 宜宾 中信建投、交银、鹏华基金 

2021 年 03 月 16-17 日 武汉 

中信建投基金、中金基金、博时基金、

广发资管、泰康资管、富国基金、民生加

银、新华资产、东方资管、中银基金等 

2021 年 03 月 18 日 杭州 
东证资管、中欧基金、前海人寿、华泰

柏瑞、南方基金、平安养老、景顺长城等 

2021 年 03 月 25 日 宜宾 实地调研 机构 
国泰君安、国金证券、华西证券、东方

基金、华商基金、开源资管等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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