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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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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 8人，实际出席现场会议董事 6人，李曙光、陈林董事出差在外，

采用通讯方式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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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报告期不派发现金红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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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粮液 股票代码 00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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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智辅 肖祥发、李欣忆 

办公地址 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岷江西路 150 号 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岷江西路 150 号 

电话 （0831）3567000、3566938、3567988 （0831）3567000、3566938、3567988 

电子信箱 000858-wly@sohu.com 000858-wly@sohu.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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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51,044,852.75 21,421,181,221.36 26.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335,637,379.26 7,110,255,593.99 31.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394,348,262.26 7,086,663,072.03 32.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365,812,629.04 596,647,017.74 1,302.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405 1.859 29.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405 1.859 29.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70% 12.37% 增加 1.33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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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元） 88,082,807,409.78 86,094,265,733.09 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6,224,173,851.32 63,487,270,080.56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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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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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21% 1,366,548,020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63% 761,823,34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7.20% 279,486,057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2.38% 92,385,93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4% 40,192,10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

品-005L-CT001深 
其他 0.81% 31,367,068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0.61% 23,696,280 23,696,280   

国泰君安证券资管－中国银行－国泰君安君享五

粮液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50% 19,414,047 19,414,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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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 16,167,093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19L-FH002深 
其他 0.34% 13,098,883 10,421,70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在公司前 10名股东中，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系宜

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余流通股股东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一致行动人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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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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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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市委的统筹部署，在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

导下，补短板、拉长板，升级新动能，抢抓发展机遇，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奋力推进“二次创业”，实

现企业新发展。 

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提升。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71.51亿元，同比增长 26.75%；净利润 98.07

亿元，同比增长 31.39%；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3.36 亿元，同比增长 31.30%；酒类产品毛利率达

到 78.16%，创近三年新高；销售净利率达到 36.12%，同比提升 1.77个百分点；主要得益于五粮液核心产

品量价增长，整体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 

生产方面，细化生产全过程管理，严格工规执行，不断提升一级酒率。公司采取技术人员蹲点现场、

管理部门专项督查和车间自查自纠相结合的方式，确保生产过程规范有序；通过组织开展“看糟配料、量

质摘酒、按质并坛”等关键工序示范培训，增强车间各级员工对传统工艺的传承意识和执行能力，通过更

加精细的全过程管理和工规执行严格落实，一级酒率（五粮液）大幅提升。 

品牌方面，制定“品牌宪法”，优化产品结构，不断满足消费升级新需求。公司围绕“三性一度”的

总方针，在继承和延续经典的基础上，对品质、包装、防伪进行了三重升级，推出第八代经典五粮液；依

托明清老窖池优势，推出重新定义的超高端产品—501 五粮液；打造以缘定晶生为代表的年轻时尚五粮液

新零售模式，高标准策划低度五粮液的独立市场体系，打开更大的营销局面；制定并发布全新的品牌宪法

《五粮液品牌产品开发及清退管理标准》，进一步规范营销渠道，对严重透支五粮液品牌价值的 42 个品

牌 129 款高仿产品进行了清退和下架处理，赢得了行业、资本市场、广大经销商和消费者的认同与好评。 

报告期内，公司新获授权专利 103 项，品牌价值进一步提升。在《财富》杂志发布的 2019 中国 500

强企业排行榜中，五粮液排名 225 位，较去年提升了 22位；在英国品牌评估机构“品牌金融”发布的“2019

全球最有价值的 50 大烈酒品牌”排行榜中，五粮液排名第 2位；在第十六届“世界品牌大会”发布的 2019

年《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牌》报告中，五粮液位列第 19 名，较上年上升 1 位；在世界品牌实验室和世界

企业家集团共同编制和发布的 2019年《亚洲品牌 500 强》排行榜上，五粮液位列总排名第 40位，较去年

提升 8位。 

营销方面，调整组织架构,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强化洞察市场和精准服务的执行力。公司按照“纵

向扁平化、横向专业化”的思路，将原有 7 大营销中心改为 21个营销战区，下设 60个营销基地，构建“总

部管总，战区管战”的深耕区域市场、快速响应市场的模式；补充 260 余名优秀营销人员，把策划、人事、

费用核算等职能下沉到一线，促进团队向数字化终端营销转型，提高对终端和消费者的精准化服务能力；

将系列酒、特头曲、五粮醇公司整合为五粮浓香系列酒有限公司，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统一管理。报告

期内，公司营销数字化平台正式上线运作，第八代经典五粮液控盘分利模式正常运行，初步建立了五粮液

品牌与产品数据库，为精准识别消费者群体、渠道维护、经营决策提供大数据支撑。随着消费者对产品的

喜爱不断提升，核心产品市场价格稳步增长。科学高效的智慧营销模式，极大增强了市场信心，经销商也

实现了较好的盈利，补货积极。消费市场数据反映，不管是商务还是个人消费都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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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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备注 

财政部于2017年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

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

14号），统称为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首次执行新金融准则 

公司按照财政部相关规定

执行 

财政部于2019年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公司按照上述通知编制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并对相应财务报表项目进行调整 

公司按照财政部相关规定

执行，具体调整详见“其

他说明” 

其他说明： 

公司根据财会[2019]6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

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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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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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34,641,950.86      

应收账款    127,331,336.97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6,261,973,287.83       

应付票据   413,918,369.11      

应付账款     3,152,374,810.72    175,000.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566,293,179.83   175,000.00   

2018年6月30日受影响的合并利润表和母公司利润表项目：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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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1,611,988.78 1,141,660,814.55 52,789,446.65 42,564,097.88 

研发费用  39,951,174.23  10,225,34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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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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