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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09    证券简称：山西汾酒    公告编号：临 2021-007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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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没有因关联交易

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在提交董事会审议之前，独立董

事杜文广、李玉敏、王朝成、樊三星、贾瑞东、王超群、张远堂就关联交

易是否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予以审查，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提交

董事会审议。 

2021年 4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2021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关联董事回避表决，9 名非关联董事全部同意。独立

董事发表意见如下：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决策程序合法，关联交易均属于正常的业

务购销活动，定价合理公允，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及诚实信用原则，

关联交易内容和定价政策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

利润造成不利影响，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20 年 4 月 24 日，公司就与关联方之间的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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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预计并公告，预计 2020 年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96496万元，该

议案已经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0年度公司关联交易计划完成情

况如下： 

“材料采购及其他”预计金额为 73447 万元，实际完成 60.74万元； 

“销售商品及其他”预计金额为 4606万元，实际完成 1582.19万元； 

“接受劳务或其他服务”预计金额 18148 万元，实际完成 2505.93 万

元； 

“提供劳务或其他服务”预计金额为 295 万元，实际完成 16.13 万元。 

因 2020 年 12 月，公司通过股权收购取得关联方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

酒业发展区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合并范围发生变化，因此关联交易大幅

减少。 

 （三）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1 年预计 
2020 年实际

（未经审计） 

占同类业

务比例（%） 

材料

采购

及其

他 

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酒都宾馆） 文化用品 500   

北京杏花村汾酒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商品酒  60.74 100 

小计  500 60.74  

销售

商品

及其

他 

山西杏花村汾酒大厦有限责任公司 商品酒 2156 2.63 0 

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旅游有限公司 
商品酒、酿酒

材料 
62 8.50 0 

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酒都宾馆） 商品酒 1100 199.09 0.01 

北京杏花村汾酒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商品酒 1710 1209.22 0.09 

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电费  2.55 0 

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竹叶青宾馆有限责任公司 商品酒  2.57 0 

山西杏花村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商品酒  151.96 0.01 

山西杏花村义泉涌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酒  5.67 0 

小计  5028 1582.19  

接受

劳务 

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旅游有限公司 参观费 300 94.39 6.06 

山西杏花村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租赁费 131 1.14 0.01 

山西杏花村汾酒大厦有限责任公司 租赁费 1064 902.32 5.28 

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酒都宾馆） 
会议、住宿、

餐饮 
1515 1071.69 24.33 

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竹叶青宾馆有限责任公司 租赁费、餐饮 278 327.54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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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杏花村汾酒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服务费 15 8.56 0 

山西杏花村汾酒大厦正源贸易有限公司 租赁费 43 42.12 0.25 

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宝泉福利有限责任公司 包装材料  37.52 0.03 

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晋泉涌有限责任公司 租赁费  5.53 0.03 

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租赁费 230   

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

司 

办公费、用车

费等 
37 15.12 0.74 

小计  3613 2505.93  

提供

劳务 

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

司 

住宿、会议、

餐饮 
140 10.93 6.79 

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车辆费  0.48 100 

山西杏花村汾酒大厦有限责任公司 
品牌资源使

用费 
 4.72 100 

小计  140 16.13  

 总计  9281 4164.99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 

（1）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秋喜；注册资本：人民币 90000 万元；住所：山西省

汾阳市杏花村；主营业务：主营生产销售汾酒、竹叶青酒、白玉酒、玫瑰

酒及其他酒、饮料，兼营生产销售酿酒设备、包装配套产品，新产品的开

发试制及技术信息咨询服务。 

（2）山西杏花村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明；注册资本：人民币 65850 万元；住所：山西省太

原市；主营业务：经济贸易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或禁止的除外）；商务服务（国

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经营的除外）；预包装食品的批发零售。 

（3）山西杏花村汾酒大厦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武爱东；注册资本：人民币 19515 万元；住所：山西省

太原市；主营业务：服装销售、宾馆餐饮、物业服务；批发零售包装食品、

酒类；广告服务；道路货物运输。 

（4）山西杏花村义泉涌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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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范志伟；注册资本：人民币 4375 万元；住所：山西省汾

阳市杏花村；主营业务：白酒的生产、销售；包装材料的生产与销售；自

有厂房、设备出租。 

（5）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旅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文龙；注册资本：100万；住所：山西省汾阳市杏花村；

主营业务：国内旅游、游园参观、酒类销售、会议接待。 

（6）北京杏花村汾酒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常建伟；注册资本：200万；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

中路；主营业务：国内旅游、游园参观、会议接待。销售食品；销售日用

品、文化用品等；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不含营业性演出）。 

（7）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竹叶青宾馆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宝凯；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住所：山西省太

原市；主营业务：餐饮服务、普通货物道路运输、预包装食品、卷烟、雪

茄烟、酒包装材料、日常品的销售。会议会展服务、房屋租赁、广告业务、

物业服务。 

（8）山西杏花村汾酒大厦正源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殷轩；注册资本：人民币 737 万元；住所：山西省太原

市；主营业务：钢材、建材（不含木材）、百货、汽车配件的销售；预包

装食品的销售 

    2、关联方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其他关联方系汾

酒集团公司下属公司。 

3、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认为上述关联方的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履约能

力，日常交易中均能履行合同约定，不会对本公司形成坏帐损失。 

三、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及政策 

公司向汾酒集团控股子公司、分公司销售本公司产品，销售价格与其



 

 5  

他非关联经销商购货价格相同；公司采购关联方商品及接受关联方服务遵

循市场价原则，如果没有市场价格，按照成本加成定价，如果既没有市场

价格，也不适合采用成本加成价的，按照协议价定价。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日常交易均属于正常的业务购销活动，在较大程

度上支持了公司的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公司销售给关联方商品，主要是

充分利用汾酒集团下属宾馆、旅游公司等相关营销资源，扩大营销网络，

保持优势互补；公司向关联方采购文化用品，主要是宣传汾酒文化，推广

公司产品；同时由于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地域的相邻关系，长期以来形成了

稳定的餐饮住宿服务、旅游接待等业务往来。公司日常的关联交易符合公

开、公平、公正原则，对生产经营未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也未构成对公司独立运行的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关联方形

成依赖。 

 

特此公告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4 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