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365                                                  公司简称：ST 通葡 

 

 

 

 

 

 

 

 

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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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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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公司2020年实现合并会计报表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7,921,863.02元,2020年年末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为-360,934,746.53元2020

年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74,016,392.66元，2020年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302,942,398.03元。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鉴于母公司2020年年末未分配利润为负，根据

公司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提议公司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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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通葡 600365 通葡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洪恩杰 洪恩杰 

办公地址 通化市前兴路28号 通化市前兴路28号 

电话 0435-3949249 0435-3949249 

电子信箱 hongenjie@126.com hongenjie@126.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葡萄酒行业 



1、主要业务情况说明 

本公司是一家以果露酒、葡萄酒制造、销售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公司产品涵盖干酒、冰酒、

甜酒、葡萄烈酒等多个类别。 

2、经营模式情况说明 

公司以葡萄种植、采购相结合的方式取得原材料，生产葡萄酒产品并对外以经销商模式和直

销模式相结合销售的方式进行生产经营。 

3、葡萄酒行业情况说明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 10月中国葡萄酒产量为 3.7万千升，同比增长 15.6%；2020

年 1-10月中国葡萄酒累计产量为 32万千升，累计增长 4.6%； 

根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20年 1-12月中国葡萄酒进口数量为 47136万升，同比下降 28.8%；

2020年 1-12月中国葡萄酒进口金额为 2832115千美元，同比下降 19.9%。 

（二）电商平台 

1、主要业务情况说明 

公司控股子公司九润源作为一家以销售白酒为主的专业性的互联网电子商务公司，主要业务

为向互联网平台销售酒水，并通过网络旗舰店实现部分网络零售。 

2、经营模式情况说明 

公司控股子公司九润源已获得包括苏酒贸易、贵州习酒、四特、劲酒、古井贡酒等多个酒厂

授权的互联网经销商资格，其客户主要为京东、天猫超市、苏宁易购等多个互联网电子商务网站。

与此同时，九润源通过酒街网公司在各大主流的电子商务平台上经营白酒品牌旗舰店，进行相关

酒水类的网络零售。九润源可供销售的酒类单品数达 500 余种，分为流通商品和定制产品，其中

绝大部分为流通商品。流通商品指九润源直接从酒类经销商采购的酒品，如洋河·海之蓝、洋河·天

之蓝、洋河·梦之蓝、习酒·窖藏 1988 等；定制产品指九润源通过参与定制方式从厂家或酒类经销

商引进的产品，如红习酱 1952、习酱·蓝、习酱·金等。 

3、电商平台行业情况说明 

电商平台销售作为互联网时代出现的新型销售形式，经过近几年的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了京

东、天猫、苏宁易购等主流电商平台。过去几年中，酒类电商呈现量级增长，零售消费的剧增也

让酒类电商平台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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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158,333.87 1,143,133,601.57 -5.51 1,199,717,428.19 

营业收入 608,243,677.36 976,001,921.75 -37.68 1,026,650,17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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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6,884,158.01 / / /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67,921,863.02 -31,314,713.87 -116.90 4,197,836.4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1,272,022.42 -41,595,446.35 -71.35 3,360,582.4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594,126,018.72 662,047,881.74 -10.26 693,362,595.61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76,912,459.85 -804,237,539.78 78.00 -573,225,095.8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7 -0.08 -112.5 0.0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7 -0.08 -112.5 0.01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0.81 -4.97 减少5.84个百分

点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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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92,584.43 90,352,196.14 106,110,730.00 191,688,166.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3,565.87 -11,459,427.80 -6,413,077.43 -49,415,79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49,595.31 -13,445,414.08 -6,420,193.48 -50,756,819.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0,905,542.94 36,126,075.31 -32,247,546.11 -271,696,53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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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0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3,60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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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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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吉祥嘉德投资

有限公司 

0 43,093,236 10.77 0 冻结 43,093,236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尹兵 0 22,689,972 5.67 0 冻结 22,689,972 境外

自然

人 

吉祥大酒店有限公司 0 19,800,000 4.95 0 质押 19,80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温旭普 -1,000,000 9,000,000 2.25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杨学农 0 8,000,000 2.00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陈锦棠 5,831,100 5,831,100 1.46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宋莉 -2,380,000 2,500,000 0.63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胡文骏 0 2,416,800 0.60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韩松 2,414,000 2,414,000 0.60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达孜县欣新投资有限

公司 

-3,379,100 2,295,900 0.57 0 无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公司股东吉林省吉祥嘉德投资有限公司、吉祥大酒店有

限公司、尹兵先生为一致行动人，吉祥大酒店有限公司为本

公司的控股股东，尹兵先生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公

司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本

公司不详。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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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0,824.37万元，同比减少 67.68%；实现营业利润-5,413.81万元,

同比减少 1,873.97%；实现利润总额-5,572.37万元，同比减少 2,393.7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6,792.19万元，同比减少 11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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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

第三十二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情况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新收入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年修订）》（财会〔2017〕

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公司于2020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前述新收入准则。 

二、本次会计政策对公司的影响 

执行新收入准则的主要变化和影响如下： 

对 2020 年 1 月 1 日资产负债的影响 

报表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变更前）金额 2020年 1月 1日（变更后）金额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预收账款 13,764,946.32 12,117,222.35   



报表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变更前）金额 2020年 1月 1日（变更后）金额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合同负债   11,956,209.25 10,550,751.76 

其他流动负债   1,808,737.07 1,566,470.59 

对 2020年末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报表项目 

2020年 12月 31 日 

新收入准则下金额 

2020年 12月 31日 

旧收入准则下金额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预收账款   13,477,718.32 11,406,104.76 

合同负债 11,720,109.04 9,937,692.09   

其他流动负债 1,757,609.28 1,468,412.67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9年12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财会 [2019] 21号）（以下简

称“解释13号”）。 

解释13号自2020年1月1日起实施，执行解释13号未对本公司本期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现金流量和关联方披露产生重大影响。 

3、执行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20年6月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20]10

号）。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本期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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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20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8户，详见本附注七“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与上年度相比未发生变化。 

本财务报表业经本公司董事会于2021年4月29日决议批准报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