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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04                    证券简称：洋河股份                  公告编号：2020-032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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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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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河股份 股票代码 00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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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丛学年 陆红珍、孙大力 

办公地址 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凤汇大道 18 号 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凤汇大道 18 号 

电话 025-52489218 025-52489218 

电子信箱 yanghe002304@vip.163.com yanghe002304@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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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28,505,838.73 15,998,582,862.74 -1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400,864,286.17 5,581,705,663.68 -3.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266,298,250.26 5,208,985,988.23 -18.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33,382,899.34 -510,063,762.35 -435.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3.5912 3.7039 -3.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3.5912 3.7039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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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15% 15.53%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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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77,958,621.86 53,455,037,840.98 -13.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6,742,675,274.19 36,508,835,491.47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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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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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洋河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16% 514,858,939 0   

江苏蓝色同盟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44% 323,138,626 249,480,000   

上海海烟物流

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67% 145,708,137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21% 93,512,190 0   

上海捷强烟草

糖酒（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4.02% 60,608,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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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15,745,969 0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2% 13,790,044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85% 12,766,400 0   

TEMASEK 

FULLERTON 
ALPHA PTE 
LTD 

境外法人 0.70% 10,547,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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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1% 9,150,02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不适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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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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愈加激烈的竞争态势，公司坚定不

移实施调整转型之策，全力以赴应对困难和挑战，实现营业收入134.29亿元，同比下降16.06%；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4.01亿元，同比下降3.24%。报告期内，公司坚持消费者为中心的问题导向思维，

进一步深化转型思路的落实，强化过程管理和模式创新，推进厂商一体化与和谐经销商体系建设等工作，

营销势能在转型调整中不断积聚；牢牢把握消费者需求变化，不断优化酿酒生产工艺，聚力多项科研课题

攻关，产品品质在合力攻坚中持续突破；快速推进财务管理转型，不断强化机制自发、三性九化等基础管

理工作，管理效能在创先争优中持续提升；通过“百万航天合伙人”公益捐赠等活动，不断提升梦之蓝品

牌高度，以“更好的酒都，更好的时代”为主题，打造有内涵、有故事的谷雨论坛，采用“实景+直播+线

上”全新模式，封藏大典活动全面展现了公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企业形象在文化传承中持续攀升。 

下半年，公司将继续围绕年度“12633”工作方略，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进双品牌战略落地，积极

抢抓线上发展机遇，全力做好中秋国庆销售，奋力打赢营销转型攻坚战；做好酿酒关键工艺研究，深耕特

色化，打造记忆点，推动产品品质不断提升，奋力打赢品质突破攻坚战；围绕“聚焦重点做极致、突出赋

能比价值”的工作导向，强化流程管理、长效管理、效能提升、财务管理等各项管理升级工作，奋力打赢

管理升级攻坚战；同时，坚持生态思维和长线思维，进一步做好党建引领工作，强化企业稳健发展的政治

保障，进一步塑造和提升企业文化，强化企业转型调整的思想保障，全面盘活企业人才资源，完善员工晋

升激励机制，积极打造人才驱动型组织，进一步强化企业长远发展的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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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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2017年7月修订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公司自2020

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并按新收入准则的要求列报，不对比较财务报表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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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公司注销：（1）控股子公司淮安华趣酒行发展有限公司、江苏华趣酒行集团南京有限公司、泰州

华趣酒行发展有限公司、贵州贵酒包装有限公司2020年1月清算注销。自2020年2月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

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2）控股子公司江苏华趣酒行集团苏州有限公司、江苏华趣酒行集团盐城有限公司2020年3月清算注销。

自2020年4月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3）控股子公司江苏华趣酒行集团南通有限公司、无锡华趣酒行发展有限公司2020年4月清算注销。自2020

年5月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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