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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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翔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碧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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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经营情况回顾 

一季度为啤酒消费淡季，2020 年一季度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啤酒消费市场受到冲击，1-3

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啤酒企业累计产量 549.5 万千升，同比下降 33.8%。面对疫情带来的市场影响，

公司积极采取措施，努力应对市场挑战。2020 年 1-3 月份，公司完成啤酒销量 39,962 千升，同比

下降 13.13%；实现营业收入 10,960.89 万元，同比下降 12.4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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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2,042,405.34 1,223,219,255.58 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30,852,433.15 1,137,930,033.66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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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82,577.11 22,693,646.55 4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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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608,890.19 125,124,902.54 -12.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77,600.51 -5,654,79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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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81,126.25 -7,103,600.82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8 -0.50 减少 0.08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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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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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600.0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30,794.5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776.2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07.49  

所得税影响额 -  

合计 303,52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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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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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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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125,194,578 50.08  无  国有法人 

王晓茜 3,000,000 1.20  无  境内自然人 

刘存 1,765,700 0.71  无  境内自然人 

李明辉 1,395,000 0.56  无  境内自然人 

顾文杰 1,219,800 0.49  无  境内自然人 

戴震辉 1,122,026 0.45  无  境内自然人 

上海昀启投资有限公司－昀启

投资－私募学院菁英 69 号基金 
1,043,200 0.42  无  其他 

何元兴 940,000 0.38  无  境内自然人 

虞小明 880,000 0.35  无  境内自然人 

陈正 852,054 0.3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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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125,194,578 人民币普通股 125,194,578 

王晓茜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刘存 1,765,700 人民币普通股 1,765,700 

李明辉 1,39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95,000 

顾文杰 1,219,800 人民币普通股 1,219,800 

戴震辉 1,122,026 人民币普通股 1,122,026 

上海昀启投资有限公司－昀启投资－

私募学院菁英 69 号基金 
1,043,200 人民币普通股 1,043,200 

何元兴 9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40,000 

虞小明 8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80,000 

陈正 852,054 人民币普通股 852,05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

况；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况。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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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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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259,990,191.46 647,789,455.09 -59.87 主要是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所致。 

应收账款 130,717.50  -  100.00 主要是销售货物未收款所致。 

预付账款 5,043,955.41 1,671,555.17 201.75 主要是预付原料款项及设备款项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463,301.61 - 100.00 主要是应收利息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420,000,000.00 3,443,157.68 12098.11 主要是购买银行理财在途资金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1,471,542.55 955,047.53 54.08 主要是在建项目未完工所致。 

应付账款 48,011,198.09 31,366,543.23 53.06 主要是未付原料款项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 7,429,119.09 -100.00 
主要是会计政策变更，预收账款与合同负债

重分类所致。 

合同负债 10,645,337.12 - 100.00 
主要是会计政策变更，预收账款与合同负债

重分类所致。 

应交税费  7,699,939.34  5,566,662.50 38.32 主要是应交税款未交增加所致。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519,461.24   303,481.93  71.17 
主要是长期应付职工薪酬的辞退福利增加

所致。 

 
年初至报告期

末 

上年初至上年

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减（%） 
原因说明 

财务费用   -778,727.55   -411,257.23  -89.35 主要是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76,600.00   630,388.00  -87.85 主要是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230,794.52   876,731.38  -73.68 主要是到期的银行理财收益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 1,600.01 -100.00 主要是上期收到罚款收入所致。 

营业外支出   4,776.27   535.50  791.93 主要是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2,982,577.11   22,693,646.55  45.34 

主要是采购原材料及包装物支出减少，导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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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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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翔宇 

日期 2020 年 4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