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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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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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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会审字[2019]3502号），

公司 2018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01,888,832.38元，提取盈余公积 4,958,408.98 元后，

加上 2017 年度未分配利润 844,678,280.91 元， 2018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合计

941,608,704.31元。 

    公司拟以 2019年 4月完成非公开发行后的股本 657,796,82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发现金 0.15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 9, 866,952.36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931,741,751.95元结

转至下年度，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该预案尚需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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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种子酒 60019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金彪 卜军爱 

办公地址 安徽省阜阳市莲花路259号 安徽省阜阳市莲花路259号 

电话 0558-2210568 0558-2210568 

电子信箱 jinbiao@600199.com.cn pja@600199.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白酒生产。普通货运（按许可证有效期限经营）；包装材料加工、制造与销售；

生产白酒所需原辅材料收购；自营和代理各种商品和技术进出口业务。 

    公司白酒产品主要有浓香型白酒金种子系列酒、种子系列酒、和泰系列酒、醉三秋系列酒和

颍州系列酒，馥合香型白酒金种子中国力量等。 

   （二）公司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对所有物资进行统一管理，实行集中采购。公司供应部将众多物资需求计划进行整合，

形成统一的采购计划，由供应部与供应商进行洽谈，实施采购行为。在采购过程中，始终坚持“公

开性、公平性和公正性”的三公原则，通过稳定的采购量和灵活的定价策略，降低采购成本。 

    强化采购计划订单管理，规范计划申报签批，定期整理归档且订单与计划配套存放，建立采

购订单和到货台账，便于追溯。为加强采购行为的监督与管理，公司结合实际建立了完善的监督

体系，包括价格监督体系、质量监督体系和工作质量监管体系。 

    为使采购工作迈入规范化、程序化和科学化轨道，物资供应部引入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和

内控管理，以规范采购业务流程和供应商评价体系。 

    2、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基本以“订单+合理库存”来制定产量，根据经营系统的要货计划，然后下达生产任

务。产品生产环境采用 GMP 标准，生产过程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大大提高，保证了食品

安全，公司多年来基本实现产销同步。公司的生产工艺流程为制曲→制酒→贮存→勾兑→包装。 

    3、销售模式 

    公司销售模式主要为经销，经销方式为买断式销售，销售模式未发生变化。销售主要采取现

款现货及银行承兑汇票结算的方式，同时针对常年合作且信誉较好的客户，经过相应审批手续，

会给予一定的赊销额度及赊销期。 

 

   （三）行业情况说明： 

    2018 年，在宏观经济缓中趋稳和政策利好持续释放的情况下，白酒行业的收入和利润增速均

达两位数以上，延续上年的景气态势。 

    一是厂商通过主推次高端、高端及以上产品，引导消费习惯持续升级； 

    二是品牌集中度越来越高，品牌名酒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名酒企业活力的释放与增长，成



为驱动行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三是白酒企业抢抓新零售机遇，线上、线下互通共融，不断拓展市场；四是行业分化更加明

显，已成行业趋势。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3,194,700,354.64 3,133,971,822.77 1.94 3,271,970,117.08 

营业收入 1,314,564,521.07 1,290,154,269.23 1.89 1,435,739,65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01,888,832.38 8,189,818.88 1,144.09 17,019,31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7,640,820.94 -2,503,193.33   5,157,079.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341,663,255.77 2,247,445,643.53 4.19 2,241,020,688.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84,290,361.92 -248,481,677.28   -182,400,442.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 

0.18 0.01 1,700.00 0.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 

0.18 0.01 1,700.00 0.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4.43 0.36 增加4.07个百分点 0.76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307,346,185.02 241,883,316.75 248,709,616.43 516,625,402.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94,814.18 -1,388,991.60 -4,381,104.69 100,264,11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766,389.78 -6,463,107.60 -7,934,999.19 31,272,537.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4,101,441.65 -31,216,639.32 62,260,133.68 -31,232,414.6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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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9,80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4,19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安徽金种子集团有限公司 0 178,257,084 32.07 0 无   国有法

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0 20,731,200 3.73 0 无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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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8,073 10,697,548 1.92 0 无   未知 

陈浩勤 1,045,800 5,052,522 0.91 0 无   未知 

刘世祥 -4,080,000 3,050,000 0.55 0 无   未知 

都成洪 7,600 2,084,201 0.38 0 无   未知 

江强明 0 2,035,000 0.37 0 无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2,020,524 2,020,524 0.36 0 无   未知 

黄爱红 1,863,804 1,863,804 0.34 0 无   未知 

吴新生 1,703,101 1,737,701 0.31 0 无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在前述股东中，安徽金种子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余股东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未

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314,564,521.07 元，同比增长 1.89% ，实现营业利润

129,433,462.50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419.97%，实现净利润 102,762,428.46 元，同比增长

1,021.7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1,888,832.38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144.09%，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640,820.94 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2017年6月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9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0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企业会计准

则解释第11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2

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等四项解释，本公司于2018年1月1

起执行上述解释。 

    根据财政部 2018年 6月 1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8]15号）要求，对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应按如下规定编制财务报

表： 

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归并至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将“应收股利”和“应收利息”归并至“其他应收款”项目；将“固定资产清理”归并至“固定

资产”项目；将“工程物资”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将“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归并至

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将“应付股利”和“应付利息”归并至“其他应付款”项

目；将“专项应付款”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 

利润表中从“管理费用”项目中分拆出“研发费用”项目，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分拆“利息费

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本公司根据财会【2018】15 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

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相关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2017年 12月 31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  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应收票据 143,808,784.03 —  133,238,216.47 —  

应收账款 114,172,379.63   —  —    —  

应收票据及应

收账款 
— 257,981,163.66 — 133,238,216.47  

应收利息 78,551,787.48 — 78,551,787.48 — 

其他应收款 5,236,831.46 83,788,618.94 24,862,850.55   103,414,638.03   

应付票据 68,000,000.00   —  — — 

应付账款 289,242,866.76 —  144,496,129.19   —  

应付票据及应

付账款 
— 357,242,866.76   —  144,496,129.19 

2017 年度受影响的合并利润表和母公司利润表 

项  目 合并利润表 母公司利润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管理费用 112,319,001.75 93,707,779.57 90,080,639.59 80,463,582.59 

研发费用 — 18,611,222.18 — 9,617,057.00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1）、本公司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持股比例% 

直接 间接 

1 安徽金太阳生化药业有限公司 金太阳药业 92.00 — 

2 阜阳醉三秋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阜阳醉三秋 66.67 33.33 

3 安徽中酒酒业有限公司 中酒酒业 90.00 10.00 

4 阜阳金种子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阜阳销售 100.00 — 

5 合肥金种子商贸有限公司 金种子商贸 40.00 60.00 

6 安徽颍上县金种子酒业有限公司 颍上酒业 100.00 — 

7 太和县金种子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太和金种子 100.00 — 

8 安徽金之晟传媒有限公司 金之晟传媒 100.00 — 

9 安徽大金健康酒业有限公司 大金健康 100.00 — 

 上述子公司具体情况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2）本公司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 

本公司本期合并范围与上期相比未发生变化。”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