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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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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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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

性、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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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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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2021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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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高股份 60054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晓宇 杨敏超 

办公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638

号兰州财富中心23层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638号

兰州财富中心23层 

电话 0931-8776219 0931-8776209 

电子信箱 552358496@qq.com 454461055@qq.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为葡萄种植及葡萄酒生产、销售，生产基地位于甘肃武威，始建

于 1981年。在甘肃武威建成了莫高庄园和莫高生态酒堡，在兰州建成集参观、展示、品鉴、旅游、

文化为一体的莫高国际酒庄，在北京、深圳、西安、兰州等地建成集展示、品鉴、消费、文化功

能为一体的莫高城市酒堡。公司葡萄酒产业按照“酿造葡萄种植——葡萄酒生产——销售的一体

化庄园式”模式经营。 

种植模式：公司采取“单品区划，单品采摘，单品压榨，单品发酵”的种植模式，即单一品

种单一种植，以保证品种的纯度；单一品种单一采摘，以保证葡萄的纯度；单一品种单一压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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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证原汁的纯度；单一品种单一发酵，以保证原酒的纯度。 

生产模式：公司坚持自主研发，按照“生产一代，研究一代，构思一代”模式形成独特产品

体系，现已开发出干红、干白、冰酒、白兰地等七大系列 200 多个产品，通过了“中国绿色食品

认证”认证。 

销售模式：公司采取直销和经销的销售模式，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2）报告期，公司新材料产业为生物降解母粒及制品和生物降解聚酯新材料（PBAT），生物

降解母粒及制品现有生产线 9 条，其中片材 3条、母粒 6 条，年生产能力 2万吨，主要产品有淀

粉基吹膜母粒、淀粉基注塑母料、淀粉基片材、全降解改性母粒等品。新建的生物降解聚酯新材

料（PBAT）项目已投入生产运营，年生产能力 2万吨。报告期，PBAT主要原料 1，4丁二醇（BDO）

价格大幅上涨并持续在高位运行，导致不能连续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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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1,200,995,636.74 1,357,950,223.38 -11.56 1,334,075,231.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073,639,295.13 1,172,334,953.84 -8.42 1,178,824,469.18 

营业收入 140,401,040.26 133,039,355.94 5.53 177,268,38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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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312,518.08 125,430,856.44 0.7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98,695,658.71 1,859,604.66 -5,407.35 27,427,427.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1,931,941.92 -3,948,072.60 不适用 19,071,992.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9,559,090.81 -15,946,817.68 不适用 10,970,172.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8.79 0.16 

减少8.95个百分

点 
2.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01 -3,200.00 0.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 0.01 -3,200.00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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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83,439.46 30,321,083.83 39,917,296.90 37,379,220.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34,015.52 -9,865,574.89 -11,851,632.08 -71,144,436.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104,841.11 -10,342,343.54 -12,107,424.33 -63,377,332.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54,451.85 325,436.02 -3,578,732.14 31,457,935.08 

注：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第四季度亏损 7114.44万元，主要是当期计提固定资产减值

损失 4829.61万元和处置更新改造葡萄种植基地损失 838.85万元，导致第四季度大幅亏损。 

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第四季度为 3145.79 万元，主要是公司的降解材料销售大幅增加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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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

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0,87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7,432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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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0 45,819,636 14.27 0 无 0 国有法人 

甘肃黄羊河农工商（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0 42,729,215 13.31 0 无 0 国有法人 

甘肃省农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0 19,687,266 6.13 0 无 0 国有法人 

周荣华 3,818,272 3,818,272 1.1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梦思 3,606,500 3,606,500 1.1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甘肃兴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3,273,400 3,273,400 1.02 0 无 0 国有法人 

虞晓红 -100,000 1,927,175 0.6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费国英 0 1,759,400 0.5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鹏华中证酒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1,445,100 1,445,100 0.45 0 无 0 其他 

汪子胜 -112,900 1,263,800 0.3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甘肃黄羊河农工商（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甘肃省农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和甘肃兴陇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是一致行动人，上述四家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其他股东

之间，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是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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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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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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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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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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

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0,401,040.26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3%。其中葡萄酒实现营

业收入 48,271,996.96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36.58%；药品实现营业收入 13,886,457.37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19.87%；降解材料及制品实现营业收入 64,154,063.75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19.76%。2021 年度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消费市场低迷，流通环节受限，下游需求不

振，葡萄酒业务、药品业务营业收入仍呈下滑态势，降解材料及制品经营增长势头良好，弥补了

葡萄酒和药品营业收入的下降。但受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降解材料及制品无法连续生产，成本

居高不下。 

报告期，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8,695,658.71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5407.35%。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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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26,312,518.08元。 

报告期，全资子公司甘肃莫高聚和环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物降解聚酯新材料项目建成投

产，公司经营主要产品结构发生了变化，降解材料及制品份额逐渐增大，营业收入已由上年度的

2919.26万元增加到 6415.41万元，增长 119.76%，对公司营业收入的贡献由 21.94%上升到 45.69%。 

 

2、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

终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