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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29          证券简称：燕京啤酒            公告编号：2022-15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对季度报告内容存在异议或无法保证其真实、准确、完整的情况 

□ 是 √ 否  

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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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信息的真实、准确、

完整。 

3.第一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4.审计师发表非标意见的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一、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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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100,222,997.15 2,776,444,557.66 1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63,928.85 -108,609,772.71 100.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24,845,936.52 -120,210,003.96 
79.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41,907,218.09   842,245,135.98  -11.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031 -0.039 100.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031 -0.039 100.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1% -0.82%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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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46,028,867.58   19,419,918,038.53  5.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13,409,767,857.82   13,408,865,806.06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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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冲销部分） 
44,850,492.4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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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03,604.98 

1、税收奖励:       373.45万元 

2、企业发展资金:  190.82万元     

3、财政补贴:         52.43万元 

4、节能技改资金:    25.13万元 

5、财政扶持资金:    15.97万元 

6、环保资金:           2.5万元 
7、其他:              10.06万元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63,394.83  

减：所得税影响额 12,200,595.4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907,031.44  

合计 25,709,865.37 --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情况。 

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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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损益项目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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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2022 年是公司“十四五”战略的第二年，公司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面对严

峻的市场竞争形势和原材料成本持续上升的复杂环境，紧紧围绕年度经营目标，采取多

种措施，克服多重困难，第一季度实现啤酒销量 85.38 万千升，同比增长 3.45%，燕京

U8 单品销量同比增长超 70%。实现营业收入 31 亿元，同比增幅 11.66%，利润总额 5,708

万元，较去年的-9,774 万元同比增长 158.4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 万元，

较去年的-10,861 万同比增长 100.80%，一季度扭亏为盈，实现了 2022 年“开门红”，

为完成全年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22 年，公司将着力推进“百县工程”、“卓越管理”体系建设等重点工作，不

断夯实运营基础、推动市场升级、激发组织活力、提升品牌势能。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例 原因 

  应收账款  318,037,730.40   190,801,262.34  
66.69% 

主要系应收款项增加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2,098,126.34   1,550,000.00  
35.36% 

主要系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370,101,968.85   149,274,640.26  
147.93% 

主要系预付款项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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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应收款  326,714,002.44   24,239,129.16  1247.88% 主要系往来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6,176,216.94   61,302,124.98  -57.30% 主要系其他流动资产减少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559,872,703.21   310,572,703.21  80.27% 主要系对外股权投资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108,726,863.65   43,231,362.03  151.50% 主要系新增在建工程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291,621,144.30   159,010,506.96  83.40% 主要系应交税费增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原因 

利息收入 36,559,719.87 26,005,904.11 40.58% 主要系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9,114,359.28 15,476,678.22 
-41.11% 

主要系报告期内政府补助较上年

同期同比减少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0.00 -12897.5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信用减值损失减

少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44,850,492.49 -300,264.18 
15037.01% 

主要系报告期内资产处置收益较

上年同期同比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596,278.04 1,336,371.63 
-55.38%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益性捐赠同比

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25,588,392.33 13,740,476.09 
86.23% 

主要系报告期内应缴所得税增加

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原因 

支付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442,486,457.37   281,938,346.75  

56.94% 
主要系报告期内往来款增加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50,257,997.80   580,695.24  

8554.80% 

主要系报告期内处置长期资产较

上年同期同比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1,835,000,000.00   744,000,000.00  

146.64% 

主要系报告期内本公司及子公司

银行大额存单及理财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126,851,911.18   -830,466,835.74  

-156.10% 

主要系购买银行大额存单增加所

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

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869,109.49   93,891.30  

1890.72%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贷款利息较

上年同期同比增加所致 

  子公司支付给少

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3,942.83   93,891.30  

-95.80% 

主要系报告期内子公司支付给少

数股东的股利减少所致 
 

二、股东信息 

(一)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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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燕京啤酒

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7.40% 1,617,727,568 297,607,894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93% 110,637,583 0   

北京燕京啤酒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7% 52,686,697 11,306,780   

唐建华 境内自然人 1.78% 50,257,239 0   

万中华 境内自然人 0.84% 23,570,000 0   

#刘存 境内自然人 0.51% 14,430,447 0   

#吴懿兵 境内自然人 0.50% 14,145,542 0   

工银瑞信基金

－农业银行－

工银瑞信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

其他 0.45% 12,647,6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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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 

南方基金－农

业银行－南方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45% 12,647,600 0   

中欧基金－农

业银行－中欧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45% 12,647,6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北京燕京啤酒投资有限公司 1,320,119,674 人民币普通股 1,320,119,67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0,637,583 人民币普通股 110,637,583 

唐建华 50,257,239 人民币普通股 50,257,239 

北京燕京啤酒集团有限公司 41,379,917 人民币普通股 41,379,917 

万中华 23,5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570,000 

#刘存 14,430,447 人民币普通股 14,430,447 

#吴懿兵 14,145,542 人民币普通股 14,145,542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

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2,647,600 人民币普通股 12,647,6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2,647,600 人民币普通股 12,647,6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2,647,600 人民币普通股 12,647,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北京燕京啤酒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北京燕京啤酒投资有限公司 19.94%股

份。 

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 10名股东中，#刘存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4,320,547 股,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09,90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14,430,447 股，

其持股在本报告期增加 450,000 股。 

#吴懿兵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3,029,042 股,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

持有本公司股票 11,116,50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14,145,542 股，其持股在本报告

期不变。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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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其他重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2022 年 1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自有资金投资结构性存款的议案》，决定利用公司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投资结构性存款，以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

的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在投资期限内滚动使用。 

    2022 年 3 月 30 日，公司发布《关于子公司土地收储事宜的进展公告》，根据燕京无名与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签订的国有土地收储协议，燕京无名收到土地收购补偿款 5000 万元。经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上述补偿事项

会对公司 2022 年度收益形成积极影响，影响金额约为 2543 万元，最终金额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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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度财务报表 

(一)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03 月 31 日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5,409,948,579.84  5,059,444,836.19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170,000,000.00   20,181,537.63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318,037,730.40   190,801,262.34  

  应收款项融资  2,098,126.34   1,550,000.00  

  预付款项  370,101,968.85   149,274,640.26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326,714,002.44   24,239,129.16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3,742,056,846.44   3,911,309,651.56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26,176,216.94   61,302,124.98  

流动资产合计  10,365,133,471.25   9,418,103,182.12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559,872,703.21   310,572,703.21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8,326,683,836.39   8,445,406,795.16  

  在建工程  108,726,863.65   43,231,362.03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34,753,649.45   39,972,523.07  

  无形资产  868,264,638.34   877,973,081.05  

  开发支出   

  商誉  123,381,000.39   123,381,000.39  

  长期待摊费用  1,366,686.64   1,434,027.70  

  递延所得税资产  25,822,287.60   25,822,287.60  

  其他非流动资产  132,023,730.66   134,021,076.2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0,180,895,396.33   10,001,814,856.41  

资产总计  20,546,028,867.58   19,419,918,03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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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800,00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370,743,187.43   1,393,814,793.83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1,051,009,968.08  1,176,254,048.74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83,394,752.93   81,605,070.52  

  应交税费  291,621,144.30   159,010,506.96  

  其他应付款 2,552,414,754.94  2,239,064,594.11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83,596,613.40   83,600,556.23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5,989,213.23   21,205,084.60  

  其他流动负债   306,131,295.85    305,217,532.86  

流动负债合计 6,471,304,316.76    5,376,171,631.62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20,292,762.58   20,292,762.58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726,852.71   726,852.71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45,426,018.98   45,942,577.55  

  递延所得税负债  4,409,770.02   4,409,770.02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70,855,404.29   71,371,962.86  

负债合计   6,542,159,721.05    5,447,543,594.48  

所有者权益：   

  股本  2,818,539,341.00   2,818,539,341.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4,596,924,613.73   4,596,924,613.73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76,542,876.03   -76,542,876.03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273,618,568.42   2,273,618,568.42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3,797,190,087.79   3,796,326,158.9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3,409,729,734.91   13,408,865,806.06  

  少数股东权益  594,139,411.62   563,508,637.99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003,869,146.53   13,972,374,444.0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0,546,028,867.58   19,419,918,038.53  

法定代表人：谢广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严峻                会计机构负责人：彭伟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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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3,100,222,997.15 2,776,444,557.66 

  其中：营业收入 3,100,222,997.15 2,776,444,557.66 

二、营业总成本 3,096,957,394.64 2,888,584,982.07 

  其中：营业成本 2,029,261,888.34 1,828,838,261.53 

     税金及附加 255,866,067.04 242,973,128.03 

     销售费用 369,356,149.54 381,878,223.07 

     管理费用 412,368,486.86 399,822,938.41 

     研发费用 63,241,518.68 60,572,918.76 

     财务费用 -33,136,715.82 -25,500,487.73 

      其中：利息费用  2,816,970.00   

         利息收入 36,559,719.87 26,005,904.11 

  加：其他收益 9,114,359.28 15,476,678.22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12897.5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44,850,492.49 -300,264.18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7,230,454.28 -96,976,907.87 

  加：营业外收入 448,918.57 564,548.83 

  减：营业外支出 596,278.04 1,336,371.63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57,083,094.81 -97,748,730.67 

  减：所得税费用 25,588,392.33 13,740,476.09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1,494,702.48 -111,489,206.76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1,494,702.48 -111,489,206.76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3,928.85 -108,609,772.71 

  2.少数股东损益 30,630,773.63 -2,879,434.05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5.其他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7.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31,494,702.48 -111,489,206.7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863,928.85 -108,609,772.71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30,630,773.63 -2,879,434.05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0031 -0.039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0031 -0.039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0 元，上期被合并方实现的净利润为：0 元。 

法定代表人：谢广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严峻                会计机构负责人：彭伟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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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358,280,012.62   3,115,530,853.02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80,336,210.04   150,512,402.7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538,616,222.66   3,266,043,255.7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202,840,984.17   1,044,403,065.95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728,379,438.20   709,064,620.65  

  支付的各项税费  423,002,124.83   388,392,086.3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42,486,457.37   281,938,346.7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796,709,004.57   2,423,798,119.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1,907,218.09   842,245,135.98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50,257,997.80   580,695.24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0,257,997.80   580,695.24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92,809,908.98   87,047,530.98  

  投资支付的现金  249,300,000.00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835,000,000.00   744,0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177,109,908.98   831,047,530.9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26,851,911.18   -830,466,835.74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800,00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00,000,000.00   -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869,109.49   93,891.30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3,942.83   93,891.3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869,109.49   93,891.3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8,130,890.51   -93,891.3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86,813,802.58   11,684,408.94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746,157,405.99   1,754,292,105.98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159,343,603.41   1,765,976,514.92  

法定代表人：谢广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严峻                会计机构负责人：彭伟庆 

注：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

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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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计报告 

第一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副董事长：谢广军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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