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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02         证券简称：舍得酒业           公告编号：2018-038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拟与北京天洋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洋投资”）、四川沱牌舍得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沱

牌舍得集团”）共同对天赢链（深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赢链保理”）

增资 3.5亿元，其中公司对天赢链保理增资 1 亿元。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时，全体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过去十二个月，公司与沱牌舍得集团发生购买土地的关联交易一次，交易

金额为 1,785.96 万元，公司已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达到 3,000 万元以上，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

对值未达到 5%以上，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需经各方根据各自的审批权限取得批准后，方可签订增

资协议。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为了主营业务的发展，构建供应链金融体系，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拟与北京天洋投资有限公司、四川沱牌舍得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对天赢链（深圳）商

业保理有限公司增资 3.5亿元，其中公司对天赢链保理增资 1亿元，天洋投资对天

赢链保理增资 1.02亿元，沱牌舍得集团对天赢链保理增资 1.48亿元。 

本次交易方天洋投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周政先生同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沱

牌舍得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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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规定，上述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达到 3000 万元以上，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未达到 5%以上，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过去十二个月，公司与沱牌舍得集团发生过购买土地关联交易 1次，交易金额

为 1,785.96 万元，公司已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北京天洋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周政先生同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沱牌

舍得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北京天洋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北京天洋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企业） 

成立日期 2013年 4月 19日 

法定代表人 杨宏光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住所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镇府前大街 1号 407房间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

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

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

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领取本执照后，应到市住建委取得行政许可。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天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实际控制人 周政 

（2）主要业务发展状况 

关联方最近三年无实际业务开展，2013 年 08 月 26 日，认缴出资 10,000 万元

单独设立天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18年 05 月 28日，认缴出资 5,000 万元单独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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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天赢链（深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3）主要财务指标 

天洋投资 2017 年度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主要财务数

据如下（合并报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7年12月31日 

资产总计  11,117.77  

股东权益合计  8,848.74 

项 目 2017年1-12月 

营业收入  20.97 

净利润  -114.02 

 

2、四川沱牌舍得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四川沱牌舍得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1995年 5月 28日 

法定代表人 刘力 

注册资本 23,224万元 

住所 四川省射洪县沱牌镇沱牌大道 999号 

经营范围 

粮食收购。制造、销售：酒类、饮料及包装物，生物制品（有专项

规定的除外），玻瓶，生物肥料；批发、零售：百货、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品）、建筑材料、出口本企业自产的各类酒、饮料、玻璃制品；

进口本企业所需要的原辅料、机械设备、仪表、仪器及零件；技术

咨询与服务，房地产开发（以上经营范围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天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70%股权、射洪县人民政府持有 30%股权 

实际控制人 周政 

（2）主要业务发展状况 

沱牌舍得集团的主营业务，主要通过控股子公司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酒

类业务，除此以外，沱牌舍得集团还通过各子公司开展电力开发、文化投资、医药

业务、投资管理等业务，并参股投资遂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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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财务指标 

沱牌舍得集团 2017 年度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主

要财务数据如下（合并报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7年12月31日 

资产总计  846,953.75 

股东权益合计   488,835.61 

项 目 2017年1-12月 

营业收入  179,934.29 

净利润  18,328.91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天赢链（深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8年 5月 28日 

法定代表人 张绍平 

注册资本 5,000万元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

秘书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保付代理（非银行融资类）；从事担保业务（不含融资性担保业务及其

他限制项目）；从事与商业保理相关的咨询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北京天洋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实际控制人 周政 

（二）经营情况：天赢链保理是一家新设立的公司，目前暂无实际业务开展，

最近一期财务指标均为零。 

（三）增资前后股本情况：增资前，天赢链保理的注册资本金为 5,000万元，

天洋投资占 100%。增资后，天赢链保理的注册资本金将增加至 4亿元，其中本公司

出资 1亿元，持有天赢链保理 25%的股权；天洋投资出资 1.52亿元，持有天赢链保

理 38%的股权；沱牌舍得集团出资 1.48亿元，持有天赢链保理 37%的股权。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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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协议主体 

1、甲方（原股东）：北京天洋投资有限公司 

2、乙方（新股东）：四川沱牌舍得集团有限公司  

3、丙方（新股东）：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增资扩股 

1、甲方同意放弃增资优先购买权，接受乙方、丙方作为公司新股东。 

2、甲方对公司以现金方式投资 15,200万元，其中 5,000万元为原认缴出资，

其余 10,200万元为对公司进行增资扩股。 

3、乙方对公司以现金方式投资 14,800万元对公司进行增资扩股。 

4、丙方对公司以现金方式投资 10,000万元对公司进行增资扩股。 

（三）增资后的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 

注册资本为：40,000万元 

股东名称、出资额及持股比例 

1、北京天洋投资有限公司出资额 15,20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38%。 

2、四川沱牌舍得集团有限公司出资额 14,80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37%。 

3、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出资额 10,00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25%。 

(四)股东的义务与责任 

1、甲方、乙方、丙方应于本协议签署后 3 个工作日内分别将增资款按本协议

第二条约定的金额一次性划入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各股东缴足出资后，公司应当向各股东出具出资证明书，并将新股东名字

载于公司名册。 

3、承担公司股东的其他义务。 

（五）违约责任 

1、各方经协商一致或出现本合同约定的情况，可以解除合同。任何一方无故

解除合同，属违约行为，因此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责赔偿。 

2、乙方、丙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并且该违约行为使本协议的目的无法

实现，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依法追究乙方、丙方的违约责任。 

3、甲方若出现了下列情况之一，乙方、丙方有权视情况单方解除本协议，收

回认缴的出资额并有权要求甲方按照其实际出资额的 1%承担违约责任： 

3.1 甲方违反了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并且该违约行为使本协议的目的无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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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3.2 甲方所作出的声明、保证和承诺存在虚假、欺诈，致使乙方丙方的合法权

益受损。 

4、合同解除后，除本合同解除之前已经产生的权利、义务外，各方不再享有

本协议中的权利，也不再承担本协议的义务。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随着本轮消费升级，2018 年白酒行业整体进入了全面竞争时代，白酒企业不

再单单是品牌、产品之间的竞争，更是产业生态体系和资源整合能力之间的竞争。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公司生产与销售规模的扩张，公司及上下游的资金活动也不

断扩张，因此，以保理公司等商业金融机构为平台构建上下游供应链金融体系，完

善现有的产业金融体系，有利于稳定合作商，强化舍得酒业核心竞争力，推动公司

加快发展。 

公司完成本次对外投资后，天赢链保理拟开展供应链上游供应商应收账款保理

业务，以支持各实体产业生态链中上游供应商的经营与发展，将有利于加强公司的

应付账款的管理，减少流通环节中的资金占用，盘活公司可用资源，延伸市场价值

链，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8 年 6 月 20 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在审议该关联交易

议案时已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内部制度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审议

和表决程序，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

意见，认为：公司本次投资参股天赢链（深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有利于公司主营

业务的发展，构建供应链金融体系，盘活公司可用资源，减少公司流通环节中的资

金占用，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需经各方根据各自的审批权限取得批准后，方可签订增资协

议。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6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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