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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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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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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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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20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0.30元（含税）。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669,004,950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

利人民币20,070,148.50元（含税）。公司2020年度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如在实施

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及应分配股数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

整分配总额。本次分配方案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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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枫酒业 600616 第一食品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黎云 刘启超 

办公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宁夏路777号 

（海棠大厦内） 

上海市普陀区宁夏路777号 

（海棠大厦内） 

电话 
（021）58352625 

（021）50812727*908 

（021）58352625 

（021）50812727*908 

电子信箱 lily@jinfengwine.com lqc@jinfengwine.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以黄酒为核心的酒类生产经营业务，坚持传承与创新，在行业内率先实现传统黄

酒工业化生产，并致力于科研能力的提升，通过工艺改革、技术创新、新品研发，加快传统工艺与

现代科技的融合，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加快商业模式的创新与转型，打造以黄酒为核心的酒业发

展平台，推动行业加快发展。截止本报告期，公司已构建形成以全资子公司上海石库门酿酒有限公

司、无锡市振太酒业有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绍兴白塔酿酒有限公司为生产酿造基地，以金枫酒业销

售分公司、无锡振太销售分公司为营销平台的“三厂两销”生产经营格局。 

（二）经营模式 

公司实行总部集成管理，执行统一的品牌建设及实施、市场运营管理、招投标集成采购管理、

科研开发及技改项目归口管理。同时采取总部运行督导制，以风险为导向进行内控管理，采取季度

巡视和专项审计相结合的形式，对内控制度执行、安全生产管理、食品安全管控、生产质量管理、

人力资源统筹、销售运行质量等进行督导，纠正执行偏差，控制企业运行风险。 

生产上，以三家生产单位为成本质量中心，形成三个生产基地协同发展的生产模式，强化成本

质量控制的绩效评价体系、优化内部管理流程、强化三个生产基地技术交流与管理对标、优化母子

公司事权制度，统一主要原料采购标准、生产工艺标准、产品质量标准，石库门公司与无锡振太以

规模化生产为主，绍兴白塔以绍兴原产地、小批量、特色化、个性化产品生产为主，满足市场需求。 

营销上，以两家销售分公司为品牌利润中心，优化审批事权，深化全员绩效管理，强化可持续



盈利能力，强化产品质量管理职能。由公司总部统一实施品牌与市场运营管理，对两家销售公司的

运行质量进行督导，同时对品牌建设的具体措施进行督导，加强对营销关键环节的运行监管。 

（三）行业情况 

2020 年，酒类行业整体受疫情冲击影响较大，但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好转，消费场景得到部

分恢复，市场需求呈回暖态势，但行业分化加剧。在生产端，市场集中度逐年提升，盈利能力稳步

增强；在消费端，消费升级趋势明显，“少喝酒、喝好酒”已经成为消费共识。在产业内外环境影响

之下，酒业逐步呈现高质量发展的态势。 

黄酒产业整体发展趋势平稳，黄酒传统文化及跨界融合受到推广，营销宣传更趋全国化。但短

期内黄酒行业的发展依然跟不上中国酒业的整体发展速度，市场全国化效果仍不明显，黄酒价值及

文化底蕴与其消费市场表现仍相背离，消费区域局限性依然明显且呈现挤压式增长竞争态势。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2,268,420,218.88 2,339,921,450.23 -3.06 2,280,387,307.37 

营业收入 607,888,025.38 944,076,872.72 -35.61 898,471,820.79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

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

的营业收入 

601,061,752.85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239,663.18 29,447,169.36 -58.44 -68,880,205.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556,713.95 22,981,087.93 -206.86 -75,223,249.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56,487,687.51 1,958,828,440.41 -0.12 1,933,671,583.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192,567.74 102,042,733.14 -126.65 49,508,547.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4 -58.44 -0.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4 -58.44 -0.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3 1.51 减少0.88个百分点 -3.48 

 

1、报告期，公司收入、利润较上年同期显著下降，主要原因如下： 

（1）受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性影响，公司产品在上海核心市场餐饮、零售等主要渠道的销量大幅

下降。面对严峻的形势，公司主动下沉渠道，加强终端网点建设，努力拉动市场动销，但相关主流

渠道的消费需求仍未完全恢复，市场销售仍不及预期。故公司全年营业收入、净利润均同比有较大

幅度下滑。 

（2）按照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修订）》相关规定，公司自 2020 年

起执行新收入准则。由于新旧准则对于收入计量不同导致本报告期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2、报告期内实施2019年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股本增加154,385,758股，基本每

股收益摊薄。按变动后股本669,004,950股计算，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则为0.04元，同比下降58.44%

。2018年基本每股收益为-0.10元。 

3、销售收现因收入下降而大幅减少，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126.65%。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46,509,481.24 99,394,178.86 164,089,068.05 197,895,297.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11,588.98 -12,611,100.98 15,491,364.25 11,370,988.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2,509,917.52 -14,252,576.49 3,295,238.58 -11,089,458.52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135,733.21 -13,235,865.41 -15,215,387.66 65,394,418.5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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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7,36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0,428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 53,850,539 233,352,334 34.88 0 无   国有法人 

顾鹤富 12,572,985 34,411,280 5.1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王桂英 12,934,866 18,581,376 2.7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海捷强烟草糖酒（集团）有限公司 1,712,380 7,420,312 1.11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食发（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477,170 6,401,070 0.96 0 未知   国有法人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4,960,616 4,960,616 0.74 0 未知   境外法人 

吴芳 4,806,200 4,806,200 0.7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598,043 3,598,043 0.54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集团)有限公司 812,144 3,519,289 0.53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10,515 3,512,231 0.52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为上海捷强烟草

糖酒（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集团)有限公

司与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同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光明

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二者为一致行动人。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本公司不详。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60,788.80万元，同比减少 33,618.89万元，降幅 35.61%；实现利润总额

1,907.90万元，同比减少 2,282.80 万元，降幅 54.4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23.97

万元，同比减少 1,720.75万元，降幅 58.44%。 

2020年公司一方面狠抓市场基础管理，努力促进终端动销，全力应对疫情对公司销售业绩的负

面影响；另一方面以对标工作为抓手，完善内部管控体系，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1、加强终端管理，拓展上海市外市场 

完成核心大单品系列的价格梳理，持续提升“高端餐饮”和“高端酒行”的铺货率，重塑公司

产品形象。加大力度推进婚宴、社区、酒行等终端建设，持续推进空白网点的铺货及服务投入。针

对江苏、皖浙、安徽等地区制定拓展方案，积极开拓上海市外市场。通过叮咚、盒马等垂直生鲜平

台合作，寻求线上销售的增量。 

2、品牌优化升级，强化品牌市场效应 

推动“石库门”品牌高端化方向发展，引领黄酒价值回归。重点策划开展石库门锦绣 12宴大型

主题传播活动，及上海旅游节卡路里马拉松、第二届长三角青年交友大会、2020浦江盛世婚典、第

十六届枫泾水乡婚典、金山购物节等 18项活动；同时建立企业新媒体矩阵，优化传播渠道，提升品

牌影响力。 

3、加大新品开发，优化产品结构体系 

明确“以健康为导向，以适口为标准，以独特性为边界，以融合跨界为延展”的新品开发策略，



完成醉熟蟹特调酒、冰和 2.0 等多款产品的开发及上市，并积极开展多方专业合作，加强对健康理

念产品与泛米酒系列产品的工艺储备研发。同时，积极推进产品 SKU精简工作，关停 31个 SKU，减

少产品品类，增强对核心品类的投入。 

4、完善内部管理，提升企业经营效益 

一是在公司内部开展对标先进企业的活动，相关子分公司及部门在终端管控、绩效管理、产品

精简、降低酒损等方面取得明显效果；二是成功解除绍兴白塔历史遗留对外担保风险，为企业健康

持续发展扫除障碍。三是建立了供应商评估与管理体系，从源头上做到“好米酿好酒、好酒塑品质”。

四是持续推进人员结构的优化，梳理人员架构、修改岗位职责，实施部门定员定编，提高人员产生

效益。 

5、控制生产成本，提高产品品质 

受 2020年疫情对社会经济情况影响，酿造产量和瓶装产量大幅下降，对生产影响较大。公司以

提高生产效率为目标，加强设备工艺改进，引进了国产无滴漏灌装机，减少了瓶口滴漏问题。2020

年建立了流水线酒损率的指标控制，使得酒损率降低以节约生产成本。坚持“选好米，酿好酒”的

经营理念，围绕供应商管理着重开展供应链管理体系的建设、完成与粮食生产基地的合作，确保原

材料品质，进一步提高产品的品质。 

由于疫情使得相关主流渠道的消费需求仍未完全恢复，叠加江浙沪主要存量市场挤压式竞争加

剧，公司在上海核心市场餐饮、零售等主要渠道的销售受到较大冲击，全年业绩同比有较大幅度下

滑。下一步，公司将在市场管控、产品精简、渠道变革、精准营销、协同发展、机制创新上加大力

度，尽快走出业绩低谷。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

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

予调整。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

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0 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务

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准则的主要影响详见本报告全文第十一节、五、41、（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 

财政部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财会〔2019〕21 号，以下

简称“解释第 13 号”），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不要求追溯调整。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

执行解释第 13 号，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解释第 13 号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

重大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