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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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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梁启朝、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丁兴贤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张志成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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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上年同期

减

营业收入（元）

848,943,283.52

930,892,960.54

-8.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2,206,531.98

222,109,281.77

-17.97%

182,015,893.68

222,090,595.29

-18.04%

-166,247,510.09

-106,480,255.10

-56.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23

-17.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23

-17.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15%

10.92%

减少 2.77 个百分点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2,686,060,319.31

3,105,501,655.25

-1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77,792,829.40

1,995,586,297.42

9.1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说明

254,184.40

减：所得税影响额

63,546.1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0.00

合计

190,638.3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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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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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2,758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比

股东性质

例

持股数量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68%

398,119,878

境内非国有法人

5.10%

49,906,67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05%

49,412,02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36%

23,085,14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2%

21,751,314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0%

11,7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4%

6,222,456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2%

6,100,620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8%

5,668,141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6%

4,477,743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信托
锐进 43 期高毅晓峰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一零一组合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

数量

398,119,878

人民币普通股

398,119,878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49,906,677

人民币普通股

49,906,67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9,412,027

人民币普通股

49,412,02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3,085,140

人民币普通股

23,085,14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1,751,314

人民币普通股

21,751,314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11,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700,000

6,222,456

人民币普通股

6,222,456

6,100,620

人民币普通股

6,100,620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信托锐进 43 期高毅
晓峰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一零一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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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5,668,141

人民币普通股

5,668,141

4,477,743

人民币普通股

4,477,743

公司前 10 名股东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东，公司控股股东万向三农集
团有限公司与前 10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只知第六大股东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与第十大股东全国社保
基金六零四组合同为全国社保基金管理公司，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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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存货

77,663,365.87

上年度期末

增减比例%

-75.22 本期末原材料和产成品库存均减少所致

313,358,445.22

其他流动资产

207,972.64

1,126,998.37

长期待摊费用

217,462.73

319,530.68

变动原因说明

-81.55 本期末未抵扣的进项税额减少所致
-31.94 本期未发生计入长期待摊的房屋租赁费和设备维修费减
少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7,604,864.60

-53.67 本期期末可抵消的产品内部利润减少影响递延所得税资

16,412,902.06

产的减少所致
预收款项

-100.00 本期末执行新收入准则所致

665,504,266.84

合同负债

53,632,217.84

100.00 本期末执行新收入准则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30,284,754.73

55,309,779.33

流动负债合计

419,233,208.09

1,023,044,707.34

-59.02 本期末较上年末预收货款大幅减少所致

负债合计

470,691,514.90

1,074,503,014.15

-56.19 本期末流动负债减少所致

未分配利润

744,380,955.54

562,174,423.56

-45.25 本期末应付工资减少所致

32.41 本期实现利润所致

（2）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254,184.40

24,915.31

920.19

本期收到的失业保险返还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2,163,631.33

711,275.20

204.19

上年期末未实现内部利润本期实现所致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2,163,631.33

711,275.20

204.19

上年期末未实现内部利润本期实现所致

营业外收入

变动原因说明

（3）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46,198,281.65

563,293,682.42

-38.54 本期预收经销商货款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51,922,288.84

568,367,249.82

-38.08 本期预收经销商货款减少所致

购买商品、提供劳务支付的现金

243,947,394.75

351,798,214.60

-30.66 本期原辅材料采购支出减少所致

-166,247,510.09

-106,480,255.10

193,729.00

445,823.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所支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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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56.13 本期销售商品收到的货款减少所致
-56.55 本期固定资产购建支出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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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3,729.00

445,823.33

-193,729.00

-445,8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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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5 本期固定资产购建支出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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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应将本案移送至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由于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本期利润和后期利润的影响尚不能确定，公司目前的生
产运营正常。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2020 年 4 月，公司收到承德市中级人民法

详见《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院出具的《受理通知书》
（[2020]冀 08 民初
25 号）等送达材料，获悉法院已受理公司

2020 年 04 月 07 日

诉王宝林、王秋敏等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

2019 年 3 月 22 日，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
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万向三农集团有限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重大诉

详见《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上
2020 年 01 月 06 日

公司起诉霖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汕头高新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01）

区露露南方有限公司、香港飞达企业公司、

详见《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上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关联交易
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于 2019 年 3 月 20 日出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4）

案。

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获悉河北省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9 年 06 月 05 日

具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26）

书》[（2019）冀民初 28 号]。在诉讼受理
期间，汕头露露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

详见《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上

2020 年 1 月，公司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
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

2019 年 03 月 23 日

终 404 号，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本案移送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公司《关于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
（公告编
号 2019-012）

至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详见《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2018 年 8 月 8 日，公司收到汕头市金平区
人民法院传票、
《应诉通知书》[（2018）粤

2020 年 01 月 06 日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司《重大诉

0511 民初 1655 号]、
《民事起诉状》等送达

讼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01）

资料，获悉法院已受理汕头高新区露露南方

详见《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上

有限公司诉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商
标使用许可合同纠纷案。公司于 2019 年 6

2019 年 06 月 05 日

月 3 日收到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

详见《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服一审判决，于上诉期内向广东省汕头市中
2018 年 10 月 20 日

收到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

（www.cninfo.com.cn）刊载的《河北承德露露股份
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50)

（2019）粤 05 民终 713 号《民事判决书》
，

详见《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
终审判决。
《备忘录》
《补充备忘录》系王宝

上披露的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26）

决书[(2018)粤 0511 民初 1655 号]，公司不
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0 年 1 月，公司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08 月 18 日

（www.cninfo.com.cn）刊载的《河北承德露露股份

林、王秋敏、林维义及杨小燕四人恶意串通，

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诉讼收到法院〈更正通知书〉公

秘密签署，严重损害国家及第三人利益，根

告》(公告编号：2018-034)

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属

详见《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于无效合同。为维护公司核心知识产权，公
司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坚决采取一切

2018 年 08 月 10 日

法律措施，保护公司及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www.cninfo.com.cn）刊载的《河北承德露露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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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8 日就汕头高新区露露
南方有限公司及北京荣诚文华超市侵犯本

2018 年 07 月 05 日

（www.cninfo.com.cn）刊载的《河北承德露露股份

公司商标权事项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

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8-027）

民事诉讼，当日收到了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详见《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民事案件受理通知书》
（[2018]京 73 民初

2018 年 02 月 13 日

（www.cninfo.com.cn）刊载的《河北承德露露股份

175 号）
，该案正式依法受理。

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公告编号：2018-001)

公司与汕头高新区露露南方有限公司及北

详见《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京沃尔玛百货有限公司建国路分店侵害本

2018 年 07 月 05 日

（www.cninfo.com.cn）刊载的《河北承德露露股份

公司专利权（公司外观设计：专利号：

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8-027）

"CN200830124267-包装盒【利乐包】"

详见《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CN201130304266-包装罐【杏仁露】"

2017 年 10 月 21 日

"CN201630467829-包装箱【原味杏仁露】"

（www.cninfo.com.cn）刊载的《河北承德露露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7-025）

事项于 2017 年 8 月 21 日向北京知识产权法
院提起民事诉讼，并收到了北京知识产权法
详见《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院《民事案件受理通知书》
（案号【2017】
京 73 民初 1571、1572、1573 号）
，该案正

2017 年 09 月 27 日

（www.cninfo.com.cn）刊载的《河北承德露露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公告编号：2017-023）

式依法受理，并于 2017 年 9 月 22 日完成了
诉状送达和证据调取工作。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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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2020 年 01 月 01 日-2020 年 3 月 31 日 电话沟通

接待对象类型
个人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公司经营情况及诉讼情况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梁启朝

2020 年 4 月 23 日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