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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68                           证券简称：百润股份                           公告编号：2020-034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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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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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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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总股本519,802,650

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 1,020,686 股后的总股本 518,781,96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6.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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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润股份 股票代码 002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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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涛  

办公地址 上海市康桥工业区康桥东路 558 号  

电话 021-58135000  

电子信箱 Angela.geng@bairu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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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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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8,292,876.30 635,551,823.29 24.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1,964,357.54 136,737,916.94 55.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81,133,531.94 117,366,511.55 54.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5,977,447.32 187,029,400.85 47.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 0.26 57.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 0.26 57.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06% 6.90%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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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9,741,630.50 2,561,519,233.85 12.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13,100,942.77 2,001,136,585.23 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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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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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晓东 境内自然人 41.77% 217,136,991 162,852,743 质押 77,082,423 

柳海彬 境内自然人 8.83% 45,906,322 0 质押 15,860,000 

刘晓俊 境内自然人 3.80% 19,760,000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72% 19,339,841 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东

方红睿泽三年

定期开放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3.13% 16,276,302 0   

喻晓春 境内自然人 1.66% 8,605,700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红产业

升级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20% 6,213,111 0   

上海旌德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1.17% 6,093,685 0   

中国建设银行 其他 1.15% 6,000,06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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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消费

行业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马晓华 境内自然人 1.06% 5,490,08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刘晓东与刘晓俊为兄弟关系，柳海彬与马晓华为夫妻关系。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上述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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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公司快速响应、积极应对，坚决贯彻落实各项决

策部署，全面管控风险，在严格做好防疫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加紧复工复产，各项经营活动有序开展。报

告期内，公司稳健运行，实现营业收入78,829.29万元，同比增长24.0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21,196.44万元，同比增长55.02%。 

报告期内，公司香精香料业务板块第一季度受疫情的影响较大，第二季度随着形势转好，下游需求恢

复，香精香料业务已基本恢复正常；预调鸡尾酒业务板块整体受疫情影响较小。预调鸡尾酒业务，品牌建

设方面，公司持续针对细分市场实施有节奏、有重点的营销计划。渠道建设方面，现代渠道针对疫情期间

的各项防控政策，公司及时制定方案，应对物流管控、人员限流等情况，保证产品供应，调整资源投放重

点；传统渠道加强拓展，分层次分重点提升渠道覆盖率和覆盖质量；电商渠道充分发挥电商平台运营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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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该渠道的快速发展，同时进一步推进公司新零售业务的发展。报告期内，即饮渠道受疫情防控政策影

响，正在逐步恢复。新产品方面，公司分阶段有步骤地推出新产品，并对原部分系列产品进行了升级，按

计划积极推进重点新产品铺市，在线下零售渠道的铺市、推广和销售工作，覆盖率持续提升。预调鸡尾酒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70,171.03万元，同比增长27.68%，实现净利润15,598.25万元，同比增长57.12%。 

报告期内，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顺利推进，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

过100,600万元，用于烈酒（威士忌）陈酿熟成项目。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就《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进行了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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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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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新增合并单位 1 家，具体为： 

2020 年 5 月，巴克斯酒业新设全资子公司巴克斯烈酒文化传播（成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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