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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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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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力特 600197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君洁 严莉 

电话 0991-3667490 0991-3667490 

办公地址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会展大道

1119号大成尔雅A座20楼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会展大道

1119号大成尔雅A座20楼 

电子信箱 yilitedm@163.com yilitedm@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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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8,085,505.29 3,329,234,715.70 19.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609,320,192.78 2,485,850,678.54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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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9,127.86 59,963,952.37 -133.79 

营业收入 940,265,414.97 997,347,171.97 -5.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01,769,254.06 215,512,993.09 -6.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84,876,233.74 188,529,336.35 -1.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79 9.47 减少1.6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582 0.4887 -6.3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460 0.4887 -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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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8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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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新疆伊力特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41.44 182,728,867 0 无 0 

新疆伊力特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可交

换公司债券质押专户 

国有法

人 

9.07 40,000,000 0 质押 40,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2.38 10,515,386 0 无 0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社保基金四二三组

合 

未知 1.32 5,800,000 0 无 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

六组合 

未知 1.22 5,361,130 0 无 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四

组合 

未知 1.11 4,887,551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未知 1.06 4,683,607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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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 1.03 4,560,508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银华中小盘精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94 4,135,166 0 无 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未知 0.92 4,073,893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新疆伊力特集团有限公司－2017 年非公开发行可交

换公司债券质押专户是新疆伊力特集团有限公司为发行



可交换公司债券设立的质押专用账户，故两者是一致行动

人。其他股东之间公司未知其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

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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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上半年，随着行业内白酒消费已逐渐回归品质、回归理性的趋势，白酒企业之间的竞

争体现出市场化、专业化以及细分化的趋势。公司面临挑战与机遇并存的严酷市场环境，继续由

内到外的进行系统变革。为迎合市场对于企业技术、质量更为严苛的要求，公司将重点放在主业

市场的开拓及产品品质的深耕，利用资本市场发行可转债，为公司战略发展奠定资本基础。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40,265,414.97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5.72%，实现营业利润

273,955,845.86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2.2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1,769,254.06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6.3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4,876,233.74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94%。 

上半年公司在市场管理方面加强打假力度，在资本运作上发行 8.76 亿可转换公司债券，目前

可转债募投项目在伊力特产业园区有序施工，报告期内公司已通过注销方式清理 2 家子公司，通

过在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方式清理 5 家公司。上半年公司销售面临着挑战严峻，疆内市场销

售总量萎缩，疆外市场处于开拓期，公司营销处于战略转型期；下半年，公司将以“三个担当、

两种作为和两种气象”为标准整顿经销队伍，刺激销售队伍持续发力，实现市场拓展的实质性突

破，公司将继续精耕疆外市场，内强经营管理。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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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

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上述四项准则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2019 年修订发布了《关于

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日起执行。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调整期初留存收益 247.37 万元，对公司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没有产生重大影响。除上述变更及影响外，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

无其他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的变化。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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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陈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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