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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68                           证券简称：泸州老窖                           公告编号：2021-13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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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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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丽丽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徐国祥 

钱旭 董事 工作原因 刘淼 

应汉杰 董事 工作原因 刘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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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4,752,47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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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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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830)2398864 (0830)2398864 

电话 (0830)2398826 (0830)2398826 

电子信箱 dsb@lzlj.com dsb@lzlj.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属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中的白酒细分行业，具备食品经营许可证20张，以专业化白酒产品设计、生产、销售为

主要经营模式，主营“国窖1573”“泸州老窖”等系列白酒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综合指标位于白酒行业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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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白酒行业主要呈现出增速放缓、分化集中、消费主体逐步年轻化，竞争更加激烈的特点。报告期内，公司紧紧

围绕“坚定决心、增强信心；从严管理、重点稽核；人才提升、全面攻坚”的发展主题，沉着应对重大疫情挑战，呈现出“两

个超预期”发展。一是发展韧性超预期，在白酒市场复苏面临严峻考验的背景下，公司在行业中率先度过危机，实现了营收

的逆势增长，销售业绩再创历史新高；二是发展动能超预期，公司不仅保持了销售、市场、体量的外延式增长，更是呈现出

品牌价值回归、保障要素升级、质量技术提高、文化实力提升、人才队伍充实的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态势。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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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16,652,854,549.80 15,816,934,272.86 5.28% 13,055,465,76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05,723,069.36 4,641,988,857.03 29.38% 3,485,643,008.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90,831,793.72 4,600,916,766.09 30.21% 3,483,173,302.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16,102,451.30 4,841,619,203.86 1.54% 4,297,916,018.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4.10 3.17 29.34% 2.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4.10 3.17 29.34% 2.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27% 25.50% 2.77% 21.81%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 35,009,203,823.45 28,919,969,078.32 21.06% 22,604,929,596.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074,858,552.59 19,406,845,725.61 18.90% 16,964,671,475.9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552,467,494.03 4,082,015,407.84 3,964,495,377.15 5,053,876,270.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07,145,859.72 1,513,306,330.55 1,594,926,776.29 1,190,344,102.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13,748,254.45 1,520,203,594.60 1,580,862,798.75 1,176,017,145.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6,284,597.30 1,045,100,019.54 2,068,649,468.56 2,118,637,560.5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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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33,242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56,207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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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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980,000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2.31% 33,842,059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25% 32,901,66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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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29,836,985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易

方达蓝筹精选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89% 27,700,00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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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17,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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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15,077,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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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5% 13,986,82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泸州市兴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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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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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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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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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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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老窖股

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

期) 

19 老窖 01 112959.SZ 2019 年 08 月 27 日 2024 年 08 月 28 日 250,000 3.58% 

泸州老窖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

期) 

20 老窖 01 149062.SZ 2020 年 03 月 17 日 2025 年 03 月 17 日 150,000 3.50%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19年8月15日，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对“19老窖01”出具了信用评级报告，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为

稳定；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 

    2020年3月2日，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对“20老窖01”出具了信用评级报告，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A，评级

展望为稳定；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33.78% 32.38% 1.40% 

EBITDA 全部债务比 203.61% 257.85% -54.24% 

利息保障倍数 30.88 41.31 -25.25%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是公司决胜“十三五”的收官之年。这一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公司深入贯彻“坚定决心、增强信心；

从严管理、重点稽核；人才提升、全面攻坚”的发展主题，精诚团结、迎难而上、奋勇攻坚，推动公司继续良性快速发展，

赢得了抗击疫情和复工复产的“双胜利”。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6.53亿元，同比增长5.2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60.06亿元，同比增长29.38%。泸州老窖决胜“十三五”实现完美收官。一年来公司主要工作和业绩如下： 

（一）品牌战略引领，名酒价值回归 

公司深入实施品牌复兴工程，清晰聚焦“双品牌、三品系、大单品”战略。国窖1573持续引领品牌高度，市场份额、产品

利润、品牌形象和高端价值持续提升；泸州老窖品牌名酒价值和消费者信心回归态势逐步形成，60版特曲持续突破，第十代

特曲成功上市，窖龄酒全面推进转型跨越，头曲二曲营销管理改革成效显著；创新品系不断满足多样化、细分市场需求；全

新战略品牌“高光”开启轻奢新赛道。公司已基本实现产品价格带全面布局，品牌“新金字塔”战队蓄势待发，品牌复兴和价值

回归稳步推进。 

（二）销售版图扩张，市场规模拓展 

公司坚决推动“竞争型营销”战略执行落地。区域市场和“城市群”战略齐头并进，“东进南图中崛起”战略效果显现，全国

化市场布局实现优质均衡发展；“双124”工程和以私域流量运营为主的“新124”工程同频共振，进一步实现了决策和举措直达

终端、直抵消费者；销售团队和客户实现“双分级、双授权”，销售业务、物资等进一步向优秀片区和优质客户下放，有力释

放了经销客户和销售团队动能。公司市场攻坚硕果累累，规模扩张态势已加速形成。 

（三）工厂智能升级，品质示范引领 

公司全面推进酿酒工程技改项目和智能化包装中心技改项目等项目的建设，提升了酿酒生产和包材采供效能；加强工业

互联网和大数据运用，实现了仓储、配送、运输等板块的集成高效；持续开展在智能酿造等领域的基础研究，促进了科研创

新支撑产业发展。报告期内，公司荣获“工业节能专项奖”“中国优秀工业设计奖”“青酌奖”等重大奖项，获得“省级企业技术

中心”称号。公司承担的首批国家级消费品标准化试点项目高分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验收，公司成为白酒行业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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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内唯一获得此殊荣的酒类企业。 

（四）科学规范管理，内部效率提升 

公司积极探索绩效考核分级管理模式、做实做细项目全生命周期追踪评价、严格实施预算执行效果与绩效挂钩，推动企

业管理落地；充分发挥财务资金筹划效能，打造高效联动、快速响应的人力资源决策体系，促进业务管理集成高效；从完善

财务制度、扩大内审范围、加强效能监察、严控法务风险等方面入手，全面加强企业抗风险能力。通过一系列举措，公司管

理机制、体系更加完善，管理方法、手段更加有效，管理运行、控制更加稳健，基本形成了一套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

高效的企业管理体系。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中高档酒类 
14,236,990,348.3

8 

12,848,703,600.9

0 
90.25% 15.33% 16.18% 0.66% 

其他酒类 2,210,970,220.84 887,822,961.35 40.16% -32.41% -43.87% -8.2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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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十六次会议于2020年1月10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决定自2020年1月1日起按照

财政部修订并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号）的规定编制公司财务报表。相应财务报表调整

情况参见“附注三、（四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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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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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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