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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3.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3.3�公司负责人邵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彦荣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于良丽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3.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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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2,703,562.62 2,240,129,547.69 4.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47,035,229.35 1,463,500,845.52 -1.1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342,709.46 -19,365,916.77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85,254,485.41 398,344,383.70 -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663,377.33 49,418,751.40 -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49,490,216.62 49,682,227.31 -0.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7 3.75 减少0.4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32 -3.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 0.32 -3.13

注：2020年4月，公司以总股本113,200,0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

股转增4股，转增后公司股本总额变更为158,480,000股。 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等主要财务指标按《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

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的要求计算和填报。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52.9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72,299.1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145,912.76

合计 -826,839.29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3,43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邵伟 27,992,300 24.7282 27,992,3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博信优选（天津）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5,663,000 5.0027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江春瑞 4,926,600 4.352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赵定勇 4,478,775 3.956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存江 4,478,775 3.956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马洪奎 4,478,775 3.956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赵琦 4,450,775 3.931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彦荣 2,597,700 2.294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林伯春 2,345,680 2.072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袁鹏 1,231,650 1.088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博信优选（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663,000 人民币普通股 5,663,000

江春瑞 4,926,600 人民币普通股 4,926,600

赵定勇 4,478,775 人民币普通股 4,478,775

王存江 4,478,775 人民币普通股 4,478,775

马洪奎 4,478,775 人民币普通股 4,478,775

赵琦 4,450,775 人民币普通股 4,450,775

王彦荣 2,597,700 人民币普通股 2,597,700

林伯春 2,345,680 人民币普通股 2,345,680

袁鹏 1,231,650 人民币普通股 1,231,650

于钦远 1,231,650 人民币普通股 1,231,6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2、上述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

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5�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资产负债表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上期期末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577,536,415.68 420,038,081.05 37.50

主要因为报告期内公司受国

内物流管控影响，部分订单推

迟至3月份集中发货， 导致信

用期内的应收账款增加

应收款项融资 200,000.00 3,547,845.62 -94.36

主要因为报告期内公司尚未

背书转让的银行承兑汇票减

少

其他应收款 7,387,175.77 3,831,688.67 92.79

主要因为报告期内公司缴纳

的建设用地指标款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154,406.09 9,522,907.81 -98.38

主要因为报告期内公司增值

税期末留抵税额减少

应付职工薪酬 20,849,988.63 34,500,592.99 -39.57

主要因为公司2019年末应付

职工薪酬包含预提的月度工

资和年度绩效奖金，报告期末

应付职工薪酬仅包含预提的

月度工资

应交税费 20,919,019.16 13,554,050.46 54.34

主要因为报告期内公司应交

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增

加

其他应付款 118,642,760.03 41,620,817.35 185.06

主要因为报告期内公司根据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计

提了现金股利

递延收益 8,316,242.07 4,597,411.61 80.89

主要因为报告期内公司收到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增加

股本 158,480,000.00 113,200,000.00 40.00

主要因为报告期内公司根据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进

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其他综合收益 -103,461.91 165,081.59 -162.67

主要因为报告期内公司全资

子公司海容(香港)实业有限公

司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减少

少数股东权益 5,345,094.04 2,473,615.89 116.08

主要因为报告期内公司控股

子公司广东海容冷链科技有

限公司股东实缴了注册资本

3.1.2�利润表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去年同期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2,697,101.40 4,218,687.95 -36.07

主要因为报告期内公司因享

受税收优惠政策导致土地使

用税及房产税减少

管理费用 13,748,150.93 9,210,753.13 49.26

主要因为报告期内公司新增

确认2019年限制性股票股份

支付费用，同时因管理人员数

量增加及薪酬福利水平提高

导致支付管理人员薪酬费用

增加

研发费用 5,471,264.19 9,756,719.56 -43.92

主要因为报告期内受新冠疫

情影响，公司部分研发项目进

度延后

财务费用 -7,183,481.86 2,343,252.83 -406.56

主要因为报告期内汇率变动

导致公司汇兑收益增加

其他收益 915,919.54 110,924.38 725.72

主要因为报告期内公司收到

的与生产经营相关的政府补

助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 -15,050,799.13 / 不适用

主要因为报告期内公司按照

新金融工具准则将计提的应

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减值准

备列入信用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 -4,129,976.47 不适用

主要因为报告期内公司按照

新金融工具准则将计提的应

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减值准

备列入信用减值损失

营业外支出 1,041,326.63 355,579.98 192.85

主要因为报告期内公司向青

岛市黄岛区慈善总会捐款100

万元用于抗击疫情

少数股东损益 226,478.15 -412,815.53 不适用

主要因为报告期内公司控股

子公司广东海容冷链科技有

限公司利润增加，导致少数股

东收益增加

3.1.3�现金流量表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去年同期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4,342,709.46 -19,365,916.77 不适用

主要因为报告期内公司受新

冠疫情影响，经营性现金流入

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9,407,712.01 -463,322,824.53 不适用

主要因为报告期内公司已收

回前期银行理财资金导致投

资支付的现金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4,780,327.72 35,277,500.00 -198.59

主要因为报告期内公司支付

的承兑保证金增加

3.6�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2.1�可转换公司债券情况

（1）2019年10月28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公开发

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经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同意公司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7亿元。

（2）2019年12月，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

（受理序号：192933）。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上

市公司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

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3）2020年1月1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

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92933号]，要求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

释。

（4）2020年3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公

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将本次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从不超过人民币57,000万元调减为不超过人民币50,

012.70万元。

（5）2020年3月，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完成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回复。

（6）2020年4月1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出具的《关于请做好海容冷链

可转债发行申请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要求公司及中介机构对有关问题进一步补充

说明并做好发审委会议的准备工作。

（7）2020年4月22日，公司向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报送《关于请做好海容冷链可转

债发行申请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函》的回复。

3.7�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8�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邵伟

日期 2020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3187

证券简称：海容冷链 公告编号：

2020-027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20年4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已于2020年4月24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各

位董事。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委托出席董事0人，以通讯表决方式

出席董事9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

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做出了《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青岛海

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2017年7月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

会[2017]22号]，公司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并从2020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青岛海

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9）。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187

证券简称：海容冷链 公告编号：

2020-028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20年4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已于2020年4月24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各

位监事。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其中委托出席监事0人，以通讯表决方式

出席监事3人），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做出了《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青岛海

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2017年7月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

会[2017]22号]，公司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并从2020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青岛海

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9）。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187

证券简称：海容冷链 公告编号：

2020-029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14

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对原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对比较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

影响。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9日召开了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

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具体公告内容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一）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

知》(财会[2017]22号)，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 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其他境内上市企

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及执行期限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并从

2020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

（二）变更内容

本次新收入准则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1、将原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2、收入确认计量采用五步法，并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

判断标准；

3、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在履行时分别确认收入；

4、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

5、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

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二）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按照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规定执行。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公司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

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

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三）变更日期

公司将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根据新收入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公

司不对比较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执行上述新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

响。 公司将自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起，按新收入准则要求进行财务报表披露。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进行

的变更，不对比较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进行的

变更，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周志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谢小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樊兰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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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1,072,

181.17

3,178,409,582.00 -4.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99,223,

148.68

2,541,368,285.96 2.28

年初至报告期

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882,

153.29

164,809,597.92 -145.44

年初至报告期

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42,464,

133.11

514,008,060.86 -33.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854,

862.72

109,161,741.29 -47.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58,830,

276.80

105,031,049.84 -43.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5 5.32 减少3.0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30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30 -5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6,858.5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1,476,173.68 各类政府补助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59,867.25

所得税影响额 325,138.03

合计 -975,414.08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7,64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甘肃亚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212,050 51.57 - 质押

156,160,

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陇南众惠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2,356,880 5.73 - 质押

22,100,

000

其他

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099,885 5.15 - 无 - 国有法人

陇南怡铭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2,296,310 3.15 - 无 - 其他

陇南乾惠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2,296,310 3.15 - 无 - 其他

华龙证券－农业银行－华龙证券－

金徽酒正能量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7,342,857 1.88 7,342,857 无 - 其他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

份有限公司

7,142,857 1.83 7,142,857 无 - 国有法人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

4,928,571 1.26 4,928,571 无 - 其他

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3,571,428 0.92 3,571,428 无 - 国有法人

甘肃长城兴陇丝路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甘肃长城兴陇丝路基金（有限合

伙）

3,214,285 0.82 3,214,285 无 - 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甘肃亚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212,050 人民币普通股 201,212,050

陇南众惠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2,356,880 人民币普通股 22,356,880

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099,885 人民币普通股 20,099,885

陇南怡铭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2,296,310 人民币普通股 12,296,310

陇南乾惠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2,296,310 人民币普通股 12,296,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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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2,967 人民币普通股 2,852,967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光

大－融金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1,515,894 人民币普通股 1,515,894

钱大荣 1,084,400 人民币普通股 1,084,4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

大数据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07,921 人民币普通股 807,921

朱志浩 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陇南众惠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胡阳、有限合伙人周世斌和张

世新均为甘肃亚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除公司外其他企业的主要管理

人员；

2．陇南众惠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胡阳、有限合伙人周志刚

同时为陇南乾惠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人；

3．陇南怡铭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人主要为甘肃亚特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控制的除公司外其他企业的管理人员；

4．陇南众惠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人周世斌和张世新同时为

陇南怡铭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人；

5．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和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基金

有限公司均由国投创益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6．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率（%）

其他流动资产 19,086,966.01 6,733,036.96 183.48

其他非流动资产 8,172,468.86 18,446,395.79 -55.70

应付账款 93,791,681.22 169,458,886.65 -44.65

预收款项 134,976,679.48 227,947,405.74 -40.79

应付职工薪酬 24,849,506.87 58,776,441.65 -57.7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5,091,437.50 45,091,437.50 -66.53

递延所得税负债 19,945,723.33 15,160,867.16 31.56

（1）其他流动资产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末预缴企业所得税及留抵增值税额较期初增加；

（2）其他非流动资产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预付设备款较期初减少；

（3）应付账款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末应付材料款较期初减少；

（4）预收款项变动原因说明：一是受“新冠疫情”影响，本期预收销售款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二是2020

年农历春节为公历时间2020年1月25日， 公司春节订货活动集中于2019年11月、12月，2019年末预收账款金

额较大，本期收到销货款相对较少；

（5）应付职工薪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支付上年度员工年终奖；

（6）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归还一年内到期的银行贷款；

（7）递延所得税负债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末应纳税暂时性差异较期初增加。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增减率（%）

营业收入 342,464,133.11 514,008,060.86 -33.37

营业成本 135,350,702.95 215,695,742.26 -37.25

税金及附加 49,622,582.66 71,620,851.25 -30.71

研发费用 9,972,560.50 3,137,972.04 217.80

财务费用 -1,139,205.13 -789,244.69 44.34

其中：利息费用 406,814.10 411,799.99 -1.21

利息收入 -2,452,829.41 -1,274,264.04 92.49

其他收益 1,589,167.77 3,551,550.81 -55.25

信用减值损失 -533,987.49 不适用

资产减值损失 -21,671.52 -59,485.65 不适用

资产处置收益 4,812.98 不适用

营业利润 76,687,871.63 141,042,455.89 -45.63

营业外收入 287,397.66 1,785,960.87 -83.91

营业外支出 3,046,913.36 238,571.49 1,177.15

利润总额 73,928,355.93 142,589,845.27 -48.15

所得税费用 16,073,493.21 33,428,103.98 -51.92

净利润 57,854,862.72 109,161,741.29 -47.00

（1）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受“新冠疫情”影响，本期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

（2）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营业收入减少，成本相应减少；

（3）税金及附加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营业收入减少，税金及附加相应减少；

（4）研发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研发项目较上年同期增加，研发投入相应增加；

（5）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利息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6）其他收益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减少；

（7）信用减值损失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计提坏账准备增加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8）资产减值损失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增加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9）资产处置收益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处置资产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10）营业利润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营业收入减少，营业利润相应减少；

（11） 营业外收入变动原因说明： 主要是本期由徽县金徽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销售废纸板等可再生资

源，合并口径计入其他业务收入，上年同期计入营业外收入；

（12）营业外支出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为支持防控“新冠疫情”捐款300万元；

（13）利润总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营业收入减少，利润总额相应减少；

（14）所得税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营业收入减少，所得税费用相应减少；

（15）净利润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营业收入减少，净利润相应减少。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增减率（%）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07,660,089.32 613,562,993.41 -49.8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561,418.23 6,525,365.91 77.18

支付的各项税费 69,897,622.20 113,590,541.85 -38.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882,153.29 164,809,597.92 -145.44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50,000.00 不适用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34,048,241.65 不适用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30,000,000.00 不适用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

金

361,395.83 736,310.04 -50.92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变动原因说明：一是受“新冠疫情” 影响，本期预收销售款较上年同

期大幅减少；二是2020年农历春节为公历时间2020年1月25日，公司春节订货活动集中于2019年11月、12月，

2019年末预收账款金额较大，本期收到销货款相对较少；

（2）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其他业务收入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

增加；

（3）支付的各项税费变动原因说明：一是本期营业收入减少，实现税费相应减少；二是本期根据国家政策

依法办理延期纳税，部分税款尚未缴纳；

（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同“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变动原因一致；

（5）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处置固定资产

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6）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未取得银行借款；

（7）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偿还银行贷款；

（8）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支付的银行贷款利息较上年同期

减少。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志刚

日期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603919 证券简称:金徽酒 公告编号:临2020-015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集及召开情况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4月24日以书面形

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4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周志刚先生主

持，会议应出席董事11人，实际出席董事11人，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金徽酒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审议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的《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特此公告。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报备文件

1．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603919 证券简称:金徽酒 公告编号:临2020-016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集及召开情况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4月24日以书面形

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4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文斌先生主持，会议应出

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金徽酒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审议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审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公

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在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 审议期间， 未发生内幕信息泄露及其他违反法律法规、《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特此公告。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4月30日

●报备文件

1.�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603919 证券简称:金徽酒 公告编号:临2020-017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四号———酒制造》第十九条相关规定，现将金徽

酒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一、2020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

1、按产品档次分类情况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产品档次 2020年1-3月营业收入 2019年1-3月营业收入 同比变动（%）

低档 812.14 2,126.65 -61.81

中档 14,589.58 28,894.85 -49.51

高档 18,427.92 20,378.29 -9.57

合计 33,829.64 51,399.79 -34.18

说明：1、上表中营业收入不含“其他业务收入” ，下同。

2、公司根据销售区域白酒市场结构、消费者购买能力情况等，将产品分为低、中、高三档，其中：低档产品

指对外售价30元/500ml以下的产品，主要代表有世纪金徽二星、金徽陈酿等；中档产品指对外售价30元至100

元/500ml的产品，主要代表有世纪金徽三星、世纪金徽四星等；高档产品指对外售价在100元/500ml以上的产

品，主要代表有金徽十八年、世纪金徽五星、柔和金徽系列、金徽正能量系列等。

2、按销售渠道分类情况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渠道类型 2020年1-3月营业收入 2019年1-3月营业收入 同比变动（%）

经销商 32,330.52 48,442.23 -33.26

直销（含团购） 1,499.12 2,957.56 -49.31

合计 33,829.64 51,399.79 -34.18

3、按地区分类情况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区域名称 2020年1-3月营业收入 2019年1-3月营业收入 同比变动（%）

甘肃东南部 11,671.32 19,989.16 -41.61

兰州及周边地区 6,750.86 15,442.91 -56.29

甘肃西部 4,373.76 3,674.67 19.02

甘肃中部 4,065.37 5,608.87 -27.52

其他地区 6,968.33 6,684.18 4.25

合计 33,829.64 51,399.79 -34.18

说明：甘肃东南部包括陇南市、天水市等；兰州及周边地区包括兰州市及周边市、县；甘肃西部包括河西地

区；甘肃中部包括定西市等；其他地区指除上述市场以外的其他销售区域。

二、2020年第一季度经销商变动情况

单位：个

区域名称 报告期末经销商数量 报告期内增加数量 报告期内减少数量

甘肃东南部 51 0 0

兰州及周边地区 90 0 0

甘肃西部 89 0 0

甘肃中部 31 0 0

其他地区 163 0 0

合计 424 0 0

特此公告。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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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4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甘肃省陇南市徽县伏家镇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83,947,94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2.77

（四）本次会议由董事会负责召集，董事长周志刚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董事陈颖先生、蓝永强先生，独立董事甘培忠先生、李仲飞先生、王清

刚先生、聂尧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石少军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3,947,948 100.00 0 - 0 -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3,947,948 100.00 0 - 0 -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3,947,948 100.00 0 - 0 -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3,947,948 100.00 0 - 0 -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和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3,947,948 100.00 0 - 0 -

6、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3,947,948 100.00 0 - 0 -

7、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0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3,947,948 100.00 0 - 0 -

8、议案名称：关于审议补选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3,947,948 100.00 0 - 0 -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审议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

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

议案

40,279,133 100.00 0 - 0 -

7

关于审议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续聘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0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40,279,133 100.00 0 - 0 -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第6、7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单独统计。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卓纬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广哲、李学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项

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卓纬律师事务所关于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30日

公司代码：

603919

公司简称：金徽酒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187

公司简称：海容冷链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