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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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杭祝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欣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强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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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1,940,256.90 2,981,808,171.43 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27,737,181.80 2,251,817,646.91 3.3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671,830.90 69,640,578.16 7.2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66,131,649.20 464,515,368.20 0.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919,534.89 73,217,407.12 3.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8,604,720.04 63,541,524.99 7.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2 3.54 减少 0.2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69 0.0934 3.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69 0.0934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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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32,8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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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9,000.0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9,080,821.9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49,119.5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38,246.54  

所得税影响额 -1,474,817.99  

合计 7,314,81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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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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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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恒顺集团有限公司 349,698,354 44.63 0 质押 52,000,000 国有法人 

乔晓辉 24,049,089 3.07 0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15,395,461 1.96 0 未知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5,182,127 1.94 0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12,000,452 1.53 0 未知  未知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社保基金四二三组合 
8,000,078 1.02 0 未知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6,895,324 0.88 0 未知  未知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保险产品 
5,003,486 0.64 0 未知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诺德价值优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4,941,237 0.63 0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3,881,110 0.50 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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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恒顺集团有限公司 349,698,354 人民币普通股 349,698,354 

乔晓辉 24,049,089 人民币普通股 24,049,089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15,395,461 人民币普通股 15,395,46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5,182,127 人民币普通股 15,182,127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12,000,452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452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社保基金四

二三组合 
8,000,078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7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核心价值

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895,324 人民币普通股 6,895,324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保险产品 5,003,486 人民币普通股 5,003,48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诺德价值优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941,237 人民币普通股 4,941,237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3,881,110 人民币普通股 3,88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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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江苏恒顺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余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一致行动的情况。公司未知

其它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存在一

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报告期内无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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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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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说明                                    

    
单位：元 

项 目 2020年 3月 31日 2019年 3月 31日 
变动幅

度%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69,760,429.28  263,030,441.30  -35.46% 
主要系期末银行存款减少

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751,153,111.91  488,439,687.26  53.79% 
主要系本期购买的理财产

品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6,133,585.84  10,784,303.60  49.60% 
主要系本期应收的往来款

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154,523,144.26  28,014,366.09  451.59% 
主要系本期短期借款增加

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9,822,067.94  20,526,657.10  -52.15% 
主要系本期支付年终奖所

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0,346,143.18  17,499,895.83  -40.88% 
主要系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借款减少所致 

长期借款 12,517,826.46  2,500,000.00  400.71% 
主要系本期长期借款增加

所致 

 

合并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说明    

    
单位：元 

项 目 
2020年 3月 31

日 

2019年3月 31

日 

变动幅

度%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1,063,955.91  1,969,560.91  -45.98% 主要系本期银行利息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30,611.01  7,728,122.52  -101.69% 

主要系理财产品收益重分类至公

允价值变动收益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

失以“-”号填列）  
7,276,815.71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收益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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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收入  1,627,581.11  1,168,641.20  39.27% 
主要系本期非经营性的收入增加

所致 

营业外支出  3,789,558.75  1,087,969.99  248.31% 主要系本期捐赠增加所致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说明 

    
单位：元 

项 目 
2020年 3月 31

日 

2019年 3月 31

日 

变动幅

度% 
变动原因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488,058.03  15,712,448.28  -39.61%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经营

性资金往来减少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01,593.35      

主要系本期处置固定资

产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35,313,906.58  26,614,549.15  32.69% 

主要系本期购置固定资

产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79,958,732.32  -100.00% 
主要系去年子公司恒华

彩印丧失控制权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42,000,000.00  2,000,000.00  7000.00%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增

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85,107,209.80  -100.00% 
主要系去年子公司恒华

彩印丧失控制权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3,500,000.00  42,500,000.00  -68.24% 
主要系本期支付到期银

行借款减少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1,077,740.10  2,618,122.23  -58.84% 

主要系本期支付银行利

息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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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恒顺醋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杭祝鸿 

日期 2020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