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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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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州茅台 60051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刚 陈华 

电话 0851-22386002 0851-22386002 

办公地址 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 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 

电子信箱 mtdm@moutaichina.com mtdm@moutaichina.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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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197,875,165.58 183,042,372,042.50 -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7,226,533,893.55 136,010,349,875.11 0.89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620,963,440.03 24,086,920,146.43 -47.60 

营业收入 43,952,804,663.50 39,487,788,339.74 1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601,655,085.51 19,951,025,609.22 1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672,726,309.64 20,031,439,180.39 13.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34 16.21 减少0.8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7.99 15.88 13.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7.99 15.88 13.29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8,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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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的股份

数量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58.00 728,531,955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8.45 106,148,171   未知   

贵州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00 50,240,000   未知   

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 国有法人 2.21 27,812,088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86 10,787,300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64 8,039,538   未知   

深圳市金汇荣盛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金汇荣盛三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40 5,020,950   未知   

珠海市瑞丰汇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瑞丰汇邦三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33 4,095,932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 沪 

未知 0.31 3,845,138   未知   

贵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贵

州贵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28 3,487,22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在上述股东中，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与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

开发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贵州省国有资

本运营有限责任公司与贵州金融控股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贵州贵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本公司

未知其它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是否为一致

行动人。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今年以来，公司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和新发展理念，在贵州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始终保持定力、坚定信心，按照“居安思危、

行稳致远”的工作基调，牢牢抓住疫情防控这一“头等大事”，扎实抓好巡视整改这一“政治任务”，

全力抓实强基固本这一“工作主线”，推动企业发展实现了难中求进、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切实

把住了方向、管住了大局、保证了落实。 

公司主要指标保持“两位数”增长，为完成全年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报告期内，完成基酒产

量 4.81 万吨，其中茅台酒基酒产量 3.67 万吨、系列酒基酒产量 1.14 万吨；实现营业收入 439.53

亿元，同比增长 11.3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6.02 亿元，同比增长 13.29%。 

下半年，公司将坚持高质量发展理念，围绕贯彻落实“五个坚定不移”，切实在深化改革上实

现新突破，在严格管理上体现新要求，在生态环境上务求新举措，在高质量发展上找准新目标，

在从严治党上取得新成效，着力推动公司实现更好发展。 

 

3.2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43,952,804,663.50 39,487,788,339.74 11.31 

营业成本 3,752,326,517.73 3,211,620,131.28 16.84 

销售费用 1,163,333,510.55 1,986,959,217.73 -41.45 

管理费用 2,972,613,711.83 2,715,858,665.11 9.45 

财务费用 -72,845,014.14 -1,912,781.60 不适用 

研发费用 23,591,481.34 52,596,141.25 -55.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620,963,440.03 24,086,920,146.43 -47.6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3,044,191.77 -1,136,383,617.75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734,215,533.06 -19,032,229,837.96 不适用 

研发支出 51,910,983.98 132,606,945.82 -60.85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销售渠道调整及产品结构变化。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生产成本增加、产品结构变化及根据新收入准则调整运输 

费至主营业务成本。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受疫情影响，本期茅台酒市场投入费用减少及根据新收入准则

调整运输费至主营业务成本。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职工薪酬费用、商标许可使用费、原料基地费等增加。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商业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增加。 

研发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计入“管理费用”科目的研发支出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分配现金股利增加。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公司研发项目减少。 

 

3.3 销售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按产品档次 按销售渠道 按地区分部 

茅台酒 系列酒 直销 批发 国内 国外 

本期主营业务收入 3,926,121.00 465,043.41 515,274.24 3,875,890.17 4,281,023.63 110,140.78 

 

3.4 经销商情况 

单位：个 

区域名称 报告期末经销商数量 年初至报告期末增加数量 年初至报告期末减少数量 

国内 2051 1 327 

国外 105   

注：为进一步优化营销网络布局，提升经销商整体实力，公司对部分酱香系列酒经销商进行了调

整，报告期内增加酱香系列酒经销商 1 家，减少酱香系列酒经销商 293 家。 

 

3.5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详见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十节 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21.重要会计政策和

会计估计的变更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3.6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高卫东 

2020 年 7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