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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68                           证券简称：泸州老窖                           公告编号：2019-22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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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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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洪波 董事 工作原因 林锋 

沈才洪 董事 工作原因 江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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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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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泸州老窖 股票代码 000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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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洪波 王川 

办公地址 
四川省泸州市南光路泸州老窖营销网络指
挥中心 

四川省泸州市南光路泸州老窖营销网络指
挥中心 

电话 (0830)2398826 (0830)2398826 

电子信箱 dsb@lzlj.com dsb@lzl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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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3,035,019.72 6,420,333,520.43 2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49,781,041.42 1,966,975,621.76 39.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727,782,527.56 1,969,094,730.60 3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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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06,750,590.34 409,920,555.36 316.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877 1.343 39.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877 1.343 39.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98% 13.75%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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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9,088,799.06 22,604,929,596.42 1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524,047,397.27 16,964,671,475.96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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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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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泸州老窖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6.02% 381,088,389 0   

泸州市兴泸投
资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4.99% 365,971,142 0 质押 165,980,00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67% 39,131,255 0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1% 33,842,05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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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22,607,892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家 1.43% 20,937,500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易

方达中小盘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37% 20,096,05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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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97% 14,269,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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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6% 12,553,5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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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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9% 11,597,74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老窖集团、兴泸集团均为泸州市国资委下辖国有独资公司，两家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详细情况参见公司 2016 年 1 月 5 日公告，《关于股东签署一致
行动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1（http://www.cninfo.com.cn/）。2、除此之外，其余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未知。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报告期内，泸州市兴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其所持我公司 57,000,000 股股份作为担保物，
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参与融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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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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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0.13亿元，同比增长24.8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50亿元，同比增长

39.80%，主要工作情况如下： 

（一）标准领先，品质升级。公司始终贯彻“让中国白酒质量看得见”的理念，持续建设涵盖生产全过程的质量管理体系，

实现了信息多级关联防伪、全过程质量追溯等方面的技术升级。连续第三年向社会发布泸州老窖质量与安全白皮书，不断树

立着中国白酒发展质量的新标杆；制定了全国首个白酒酒庄标准体系，被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列为2018—2019年度国家级

服务业标准化示范项目；作为国家标准化种植示范区的红高粱有机生产基地，连续12年通过中绿华夏有机认证中心的有机认

证检查，从源头上筑牢了中国白酒品质的“防火墙”。 

（二）品牌复兴，价值回归。坚定实施泸州老窖五大单品战略，打响泸州老窖“品牌复兴”战役。通过与“澳大利亚网球

公开赛”深度合作，连续举办“让世界品味中国”全球文化之旅、“国际诗酒文化大会”、《孔子》《李白》文艺演出、“封藏大
典”“高粱红了”等品牌文化活动，品牌美誉度持续提高；推出欧美市场专属产品明江白酒，成功布局海外市场；以传统中式

白酒为基础的养生酒和年轻化、时尚化为主题的酒类产品持续创新、优化、升级，创新型产品矩阵得到巩固。  

（三）技术驱动，项目提速。充分依托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上半年共承担国家级重点研发计划项目3项，省、市级科
研项目管理40余项，获得8项专利授权；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工作全面推进，首次发布供应链年度发展规划，实现了需求

计划、包材采购、酒源、生产、仓储、运输一体化的供应链全链条管理；泸州老窖酿酒工程技改项目部分酿酒车间已实现投
粮试运行，自动化酿酒组团、半开式酒库等各类配套建设加速推进；供应链智能化包装技改项目全自动化高速生产线正在进

行优化调试，智能化建设初步具备应用水平；仓储管理系统完成试点上线，信息化建设稳步实施。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四）履行责任，回馈社会。全面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形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安全网格化管理体系，未发生

一起安全生产事故；深入开展古蔺县、叙永县、红原县三个贫困县的精准扶贫工作，极大地提升了扶贫县基础教育、卫生医

疗、基础设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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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七次会议于2019年4月25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执行新修订的会计准则的议案》，决定根

据财政部的要求，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2017年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

计准则第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 号—套期会计》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 号—金融工具列报》4项新
金融工具会计准则，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参见“附注三、（三十）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九次会议于2019年8月27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决定按照财政部颁布的《关
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要求，自2019年半年度报告开始执行该项新规定，

相应财务报表调整情况参见“附注三、（三十）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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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期末减少合并企业为注销子公司泸州博大酿酒有限责任公司。 

2、期末已成立，尚未注资企业：成都天府熊猫百调酒业有限公司、泸州百调同道大叔星座酒销售有限公司、泸州老窖

百调创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泸州老窖优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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