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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徐志坚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独立董事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出差

被委托人姓名
季学庆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洋河股份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304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丛学年

陆红珍、孙大力

办公地址

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凤汇大道 18 号

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凤汇大道 18 号

电话

025-52489218

025-52489218

电子信箱

yanghe002304@vip.163.com

yanghe002304@vip.163.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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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14,542,579,775.61

11,530,491,074.18

26.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004,991,771.22

3,908,260,474.95

28.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4,685,619,293.86

3,714,783,323.02

26.13%

营业收入（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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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58,765,767.11

876,333,467.91

89.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3.32

2.59

28.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3.32

2.59

28.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95%

14.22%

1.7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41,304,386,431.57

43,258,140,702.38

-4.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581,172,010.60

29,515,040,285.72

3.6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3,14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江苏洋河集团
国有法人
有限公司

34.16%

514,858,939

江苏蓝色同盟 境内非国有法
股份有限公司 人

21.44%

323,138,626

249,480,000

上海海烟物流
国有法人
发展有限公司

9.67%

145,708,137

0

香港中央结算
境外法人
有限公司

5.81%

87,483,213

0

上海捷强烟草
糖酒（集团）有 国有法人
限公司

4.20%

63,224,544

0

南通综艺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
有限公司
人

1.01%

15,280,000

0 质押

中国证券金融 境内非国有法
股份有限公司 人

0.96%

14,462,707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国有法人
公司

0.85%

12,766,400

0

境外法人

0.80%

12,104,781

0

兴元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客 境外法人
户资金

0.78%

11,828,147

0

UBS AG

0 冻结

数量
5,603,100

15,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不适用
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江苏洋河集团有限公司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502,858,939 股，信用
明（如有）
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2,000,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514,858,939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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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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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今年以来，面对白酒行业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的发展态势，公司全面推进“一六八”方略，各项工作高效
落实，营销业绩稳健攀升，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45.43亿元，同比增长26.1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50.05亿元，同比增长28.06%。
一是发力营销创新工程，推动营销业绩稳健攀升。上半年，公司发力营销战略创新，有序推进明星工
程、梦之蓝梦想汇等各项工作，积极创新品牌传播方式，冠名央视的《经典咏流传》、开展“梦之蓝·敬我
最尊敬的人”等活动，推动了梦之蓝等高端品牌形象升级，公司的品牌势能进一步集聚，并助力公司营销
业绩稳健增长。
二是发力技术研发工程，推动原酒品质持续向好。上半年，公司创新科研考核激励机制，绵柔品质、
健康体验等课题有序推进。聚焦酒体设计需求，强化科研成果应用，绵柔原酒品质持续向好。在中国酒业
协会主办的第三届全国品酒师大赛中，全国前10名公司占4席，并且连续两年夺得全国第一，彰显了公司
雄厚的技术实力。
三是发力智能制造工程，推动后勤服务不断升级。上半年，公司后勤保障系统“精准响应、协同联动”，
高效统筹产销衔接，后勤保障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深化供应链课题研究，智能工厂项目初步完成项目蓝图
设计，销售订单自动寻源项目即将上线，库存自动预警项目推动产品库存更加科学合理，实现了经济效益、
管理效益双提升。
四是发力管理创新工程，推动基础管理持续提升。上半年，公司积极推进长效管理检查，强化管理制
度执行力；深化机制自发化工作，有效提升了岗位自动自发的积极性；推进全员持续改进工作，进一步提
升企业运营效率，促进基础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五是发力文化塑造工程，推动企业形象稳步提升。上半年，公司以 “十八届职工运动会”、“蓝洋河·红
五月”系列活动等为契机，弘扬企业精神，激发争优激情，进一步增强了团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公司入
选“2018世界最具价值品牌500强”，排名第215位，较去年提升175个位次；在“全球烈酒品牌价值50强”排行
榜上，位列中国第二、全球第三位，正式由中国老八大名酒走向世界新八大名酒。同时，公司连续两年入
选“BrandZ2018最具价值中国品牌100强”，位居榜单第49位。
今年下半年，公司将聚焦高端突破和团购突破，通过梦想汇和明星工程的打造，进一步积蓄营销增长
势能；应用绵柔机理，增强绵柔认知力，进一步做好原酒品质提升；积极推进智慧化工厂项目，科学调度，
联动市场、深化管理，进一步做好后勤保障提效；通过岗位自动自发、全员改进等工作的全面深入，做活
运营机制，强化内生动力，进一步发力基础管理提升；积极开展新零售领域创新研究，推进新营销业务全
面试点落地，深入推进数字化运营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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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设立子公司
（1）2018年6月，公司与控股子公司苏酒集团江苏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各认缴出资150,000万元设立江苏
洋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自2018年6月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2）2018年5月，控股子公司苏酒集团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认缴出资50,000万元设立苏酒集团南京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自2018年5月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2、子公司清算
本期控股子公司泗洪双泰包装有限公司进行清算注销，2018年5月29日取得泗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公
司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自2018年6月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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