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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29                            证券简称：燕京啤酒                            公告编号：2016-09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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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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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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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 2,818,539,341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7 元（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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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燕京啤酒 股票代码 00072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翔宇 徐月香 

办公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双河路 9 号 北京市顺义区双河路 9 号 

传真 010-89495569 010-89495569 

电话 010-89490729 010-89490729 

电子信箱 securities@yanjing.com.cn yj000729@126.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啤酒、矿泉水、啤酒原料、饲料、酵母、塑料箱的制造和销售。啤酒属日常快速消费品，公司啤酒的生产及销售业

务占主营业务90%以上。 

中国是全球啤酒消费量最大也是未来潜力最大的市场，中国啤酒行业处在由成长期向成熟期发展的阶段。近年来，随着啤酒

行业集中度不断提高，前五家啤酒企业销售量已超过中国啤酒销售量的75%以上，中国啤酒行业的竞争主要体现为包括燕京

在内的前五大啤酒集团之间的竞争。 

面对行业竞争新格局，公司采取多种措施，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巩固并致力于提升自己在行业内的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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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12,538,267,006.52 13,503,754,125.92 -7.15% 13,748,383,877.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7,678,536.68 726,139,217.50 -19.07% 680,641,102.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76,110,782.86 621,388,886.57 -39.47% 521,979,665.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22,909,347.05 1,202,722,309.58 34.94% 3,093,461,047.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9 0.259 -19.31% 0.2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9 0.259 -19.31% 0.2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1% 6.07% -1.36% 6.26%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总资产 18,242,777,380.02 18,930,650,876.69 -3.63% 18,905,357,579.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676,923,664.48 12,251,585,813.19 3.47% 11,740,934,097.1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145,666,266.57 3,892,141,053.31 4,410,280,635.80 1,090,179,05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047,656.00 544,832,625.14 259,509,690.48 -269,711,434.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549,828.95 498,236,325.75 247,481,375.84 -408,156,747.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3,353,354.85 1,620,204,152.47 541,378,632.27 -802,026,792.5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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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65,86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64,112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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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燕京啤酒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7.39% 1,617,569,568 297,607,89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2% 73,920,61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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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燕京啤酒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1.87% 52,686,697 11,306,780   

DEUTSCHE BANK 

AKTIENGESELLSCHAFT 
境外法人 1.47% 41,430,285 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昀沣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42% 40,000,034 0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

红-019L-FH002 深 
其他 1.39% 39,291,688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8% 38,855,400 0   

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HCM 中国基金 境外法人 1.24% 34,854,824 0   

中铁宝盈资产－招商银行－外贸信托－昀沣

3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10% 31,000,018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其他 0.78% 21,999,32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北京燕京啤酒集团公司持有北京燕京啤酒投

资有限公司 19.94%股份。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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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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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15年年度报告》第四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相关内容。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啤酒 11,808,116,619.54    541,846,796.69 40.21% -7.46% 

 

-40.86% 
 

 

-1.09%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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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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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重要提示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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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六、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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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