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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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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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稽山 60157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金雪泉   

电话 0575-81188579   

办公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湖塘街道杨绍路2579号   

电子信箱 ir_kjs@kuaijishanwi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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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0,433,064.30 4,525,988,909.74 -3.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127,909,861.59 3,151,826,359.13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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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832,896.20 -110,332,455.07 不适用  

营业收入 452,688,758.33 553,563,742.35 -18.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084,514.98 67,437,986.76 -28.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44,098,168.58 62,717,169.99 -29.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1 2.07 减少0.5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4 -28.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4 -2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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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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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功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97 164,000,000 0 冻结 164,000,000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51 102,000,000 0 无 0 

宁波信达风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03 30,000,000 0 冻结 30,000,000 

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浙金·汇

利 36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4.68 23,282,224 0 无 0 

上海大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2 20,000,000 0 质押 20,000,000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其他 3.60 17,896,591 0 无 0 

北京合聚天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1 7,500,000 0 质押 7,500,000 

陈益维 境内自然人 1.33 6,608,400 0 质押 6,600,000 

潘洪平 境内自然人 1.32 6,544,000 0 质押 6,540,000 

中汇同创（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1 5,000,000 0 质押 5,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精功集团全资子公司浙江精功控股有限公司为浙江中

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存在关联关系。会稽山绍兴酒股

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为公司本报告期内实施的股份回购账户。除

此之外，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之间， 以及前十名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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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5,268.88 万元，同比下降 18.2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08.45

万元,同比下降 28.70%。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437,043.31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12,790.99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27.87%。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等运行情况如下： 

1、强化公司治理，确保平稳运行。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以规范运行为基础，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认真贯彻执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依法有效地召集了 1 次股东大会，召开了 4 次董事

会会议。报告期内，公司按照董事会制定的经营计划开展各项工作，在受突发疫情影响的大环境下，采取多种措

施积极应对黄酒市场的激烈竞争，通过强化企业内部管理，推进技术研发创新，优化结构升级产品，聚焦营销拓

展市场等多种举措，逐步消化疫情对消费市场所带来的不利因素，有效降低运营风险，以确保公司主营业务的持

续平稳运行。 

2、推进管理优化，完善内控体系。报告期内，公司利用产能管理和技术设备优势，继续完善智能化生产集

成控制系统，不断改进生产流程，持续提升生产平台的精细化管理效率；树立全员成本控制意识，强化生产管理

考核力度，加强节能降耗工作，降低整体运行成本；树立全员质量管理意识，加强员工操作技能和综合素质培训，

加大现场管理和自查互查等管理力度，从原材料、半成品到产成品等生产环节严格执行检验标准和检验程序，确

保生产安全和食品安全；根据发展需要，在内控管理方面重点进行了管理制度完善，考核流程细化，薪酬体系调

整等工作，在生产运行方面重点进行了产供销业务环节的流程健全，统筹安排生产计划和工作任务，加强生产定

额管理和库存备货管理，完善人力资源配置，确保酿造、灌装、采购、物流、仓储的高效联动，持续提升了运行

管理效率。报告期内，公司顺利通过了 ISO9001、ISO14001、HACCP、CMS 等管理体系年度审核。 

3、开展品牌传播，拓宽市场营销。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产品结构优化，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展产品

线梳理，聚焦核心产品，改版升级畅销产品，淘汰滞销产品，通过色彩、盒型、瓶型等设计创新提升黄酒产品的

品牌形象；深入开展全员营销活动，借助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等手段讲好黄酒故事，开设抖音“康叔来了”、融媒体

节目“人生酒馆”、“话说黄酒”，参加“线上春季糖酒展会”，举办云直播“感恩有你、为爱封坛”会稽山第五届

封坛节、“最美家乡酒献给最美逆行者”等主题活动，积极开展线上品牌宣传推广活动；根据消费场景转型趋势，

积极探索线上购买、线下“零接触配送”的新零售模式，采取微信、抖音粉丝推送等方式，促进体验消费互动，

运用二维码营销系统、二维码追溯系统做好售后产品的追溯管理；深入开展聚焦策略，在精耕细作江浙沪成熟市

场的同时，着力推进“大师兰亭”、“会稽山 1743”等新品的渠道拓展，逐步提升中高端黄酒的市场集中度。报告

期内，公司巩固并深化客户关系，充分满足客户的市场需求，与客户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加强销售人员团队建

设，完善销售管理流程，为公司销售提供持续保障。 

4、注重技术研究，巩固创新优势。报告期内，公司在“提高黄酒愉悦度关键技术研究”项目方面，与国家

黄酒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绍兴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合作，通过酿酒原料、工艺过程和原酒的再处理，较好

地提升了黄酒的愉悦度；在新品开发上，顺利开发了“兰亭国潮、开坛酒、气泡酒”等多款新品黄酒；在配套技

术方面，公司成功实施了酿造蒸馏水收集技术、储罐技术，完善了配套硬件设施；同时，公司积极开展知识产权

申报，上半年共获得 3 项国家专利，提交 6 个商标注册申请，获得 3 个新注册商标。报告期内，公司开发的大师

兰亭绍兴酒获得 2019 年度“青酌奖”（黄酒类）酒类新品荣誉称号，公司与江南大学合作的发明专利“一种多菌

种黄酒生麦曲机械化生产工艺”获“第二十一届中国专利奖银奖”[国知发运字〔2020〕28 号]。 

5 、加强党建引领，助推企业发展。公司发挥党群组织的导向力、凝聚力和辐射力作用，坚持党建引领，群

团共建，以红色动力推动企业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党委深入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工会积极开展特困帮扶和多种

形式的文体活动，公司充分利用黄酒博物馆、生产线观光通道等载体，积极开展工业观光和黄酒鉴赏的游客体验

活动，面向社会公众传播黄酒文化、党建文化和企业文化，提升品牌宣传的影响力。同时，公司积极参与公益事

业，积极履行食品安全、客户维护、公益慈善、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做出公司应有的贡献。报告期内，公司顺

利通过了浙江省文明单位、浙江省金牌老字号等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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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2017 年 7 月修订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

本公司根据上述准则及通知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财务报表附

注中“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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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虞伟强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0-08-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