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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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蒋建琪、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邹勇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熊晨

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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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8,200,119.61 3,915,618,538.94 4.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486,358,584.03 2,534,120,339.13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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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961,943.34 39,079,13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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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016,348.18 836,747,965.24 -48.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85,568,691.70 51,964,138.16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88,948,359.09 49,656,788.4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3.40 2.30 减少 5.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12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12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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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5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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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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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99,671.3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2,278,896.09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

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924,8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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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228.79  

合计 3,379,66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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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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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建琪 235,946,520 56.42 235,946,520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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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建斌 36,000,000 8.61 36,000,000 质押 12,640,000 境内自然人 

宁波志同道合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4,965,720 8.36 34,965,720 质押 9,8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陆家华 28,800,000 6.89 28,8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蒋晓莹 18,000,000 4.30 18,000,000 质押 18,000,000 境内自然人 

蔡建峰 8,230,000 1.97 2,711,500 质押 5,040,000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2,178,632 0.52 0 无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

中银收益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515,700 0.36 0 无 0 其他 

周军 977,108 0.2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杨静 870,000 0.21 73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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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建峰 5,518,500 人民币普通股 5,518,5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178,632 人民币普通股 2,178,632 

中国工商银行－中银收益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515,700 人民币普通股 1,515,700 

周军 977,108 人民币普通股 977,108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二组合 607,300 人民币普通股 607,300 

景顺长城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寿

－中国人寿委托景顺长城基金固定收

益型组合 

531,100 人民币普通股 531,10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投瑞

银景气行业证券投资基金 
529,500 人民币普通股 529,5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投瑞银锐

意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6,600 人民币普通股 516,6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501,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1,000 

深圳市盛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盛天

阿尔法私募基金 
485,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蒋建琪与陆家华为夫妻关系，蒋建琪与蒋

建斌为兄弟关系，蒋晓莹系蒋建琪与陆家华之女，陆家华

担任宁波志同道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

事务合伙人。蒋建琪与陆家华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蒋建琪、

陆家华与蒋晓莹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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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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百分

比%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650,000,451.35 409,780,122.20 58.62 主要系购买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15,601,988.18 45,089,446.86 -65.40 
主要系收回年初授信经销商应收账款

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446,510.00 153,120.00 191.61 主要系收到经销商票据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156,657,305.63 115,404,149.20 35.75 主要系预付供应商货款所致 

其他应收款 64,014,923.53 30,347,933.46 110.94 主要系支付保证金所致 

在建工程 275,222,903.29 208,626,688.76 31.92 主要系液奶厂工程和设备款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1,036,559.34 79,444,002.38 52.35 主要系可抵扣亏损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234,000,000.00   不适用 主要系补充短期资金需求所致 

应付票据 710,411,404.05 365,671,942.12 94.28 主要系开具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207,022,987.26 409,226,404.71 -49.41 主要系支付上年末供应商货款所致 

预收账款  168,509,201.41 -100.00 主要系根据新收入准则，将与销售商

品相关的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所致 
合同负债 140,190,403.45  不适用 

应交税费 40,633,387.01 112,489,770.37 -63.88 主要系本期支付年初未交税费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20 年 1-3 月 2019 年 1-3 月 
增减百分

比%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430,016,348.18 836,747,965.24 -48.61 
主要系受新冠疫情影响及春节提前销

量下滑所致 

营业成本 295,672,423.84 509,103,962.75 -41.92 主要系销量下滑所致 

税金及附加 952,860.84 9,310,869.15 -89.77 主要系销售下滑收入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 6,053,100.09 3,008,001.10 101.23 主要系公司增加研发投入所致 

财务费用 6,774,654.75 258,660.68 2,519.13 主要系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其中：利息费用 12,063,882.92 4,317,394.19 179.43 主要系公司通过银行筹资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13,099,671.34 921,573.94 1,321.45 主要系收到政府补助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323,589.35 505,840.11 不适用 主要系坏账准备计提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50,874.83 576,086.65 -56.45 主要系存货跌价准备减少所致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6 / 8 

 

营业外支出 10,958,830.69 201,573.38 5336.65 主要系捐赠新冠疫情防疫所致 

所得税费用 -30,747,136.61 14,486,778.88 不适用 主要系利润总额变动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0 年 1-3 月 2019 年 1-3 月 
增减百分

比%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77,961,943.34 39,079,135.52 不适用 主要系销量下滑，收到货款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28,358,630.41 -18,125.00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通过银行筹资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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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4月 19日、5月 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 2019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 A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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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议案，公司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总规模不超过人

民币 87,000.00万元（含 87,00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 4月 20日、5月 7日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 

2019年 5月 2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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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51），公司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5月 2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6）。 

2019年 7月 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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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订公司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等议案，公司将本次可转债发行总规模从不超过人民币 87,000.00万元（含 87,000.00万元）调

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86,000.00 万元（含 86,00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 7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19年 8月 1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公开发

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等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 8月 13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 

2019年 10月 18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进

行了审核。根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获得通过。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19年 10月 1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发行 A股可

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3）。 

2019年12月1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561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

12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媒体披露的《香飘飘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批复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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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公司拟将本次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及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相关事宜的有效期延长十二个月。除上述事项外，本次

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其他事项保持不变。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媒

体披露的《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和授权有效

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9）。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尚未完成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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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同比下降48.61%，净利润为-8,556.87万元，收入下降较多且亏损

额度较大。主要原因如下： 

(1)春节时间节点提前及季节性因素影响 

固体冲泡奶茶仍占据了公司收入的较大比重，春节是公司冲泡产品终端销售的高峰，经销商

一般会在春节前的10~15天完成春节期间的库存备货工作，2020年春节时间为1月22日（2019年春

节时间为2月5日），实际公司今年1月份生产及发货时间只有一周左右，较去年同期大幅缩短，导

致今年1月份销售出货同比减少较多。 

另一方面，春节期间是终端动销高峰期，也是公司营销费用（地面推广、宣传费用）的高投

入期，由于一季度公司自身出货较少但渠道费用投放相对较多，导致公司一季度净利润出现亏损。 

(2)突发新冠疫情导致春节后续生产出货未达预期 

新冠疫情发生后，消费者走亲访友的传统基本被禁止，导致公司礼品装产品终端动销几乎停

滞。公司及时决策将礼品装产品拆解成单杯销售，满足了消费者在疫情期间的需求，终端动销非

常火爆，诸多门店卖断货。公司原计划在春节后的2月份及3月份及时开工生产补足渠道需求，但

由于疫情原因，工厂复工时间一再延迟，对一季度的出货量造成较大的影响。 

一季度虽然公司自身出货及销售量同比减少，但渠道动销及库存消化情况非常不错。截止一

季度末的渠道库存达到公司近年来较低水平，且货龄新鲜，为公司今年后续经营中轻装上阵奠定

了基础。 

经过公司上下的共同努力，自今年3月下旬开始，公司生产及销售出货量已恢复至正常水平。 

(3)学校开学时间一再延期导致即饮产品渠道铺货及动销较少 

学校是公司果汁茶系列产品销售的重要渠道，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各类大中学校的开学时

间一再延迟，给公司果汁茶等即饮产品的销售出库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公司已积极拓展其他渠道

及需求，自3月下旬开始，即饮产品的生产及销售出货量已逐步恢复至正常水平。 

 

目前，国内疫情防控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胜利，各项生产生活均在有序恢复进程中。公司将

竭力做好二季度及后续经营工作，力争以更好的经营业绩回报广大投资者。但由于一季度公司经

营亏损额度较大，预计公司今年1-6月累计仍有一定额度的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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