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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及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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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合理，公司与

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严格按照关联交易定价原则执行，不会影响公司业务和经营

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含下属的其他子公司，下同，以下统称“公司”）因

生产经营需要与实际控制人郭广昌先生及其控制的公司（以下统称“复星”）、甘

肃亚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以下统称“亚特集团”）、甘肃懋达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以下统称“懋达实业”）之间存在销售商品（白

酒）、采购商品及劳务等与生产经营相关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2022 年 1 月 1 日

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公司与复星、亚特集团、懋达实业的日常关联交易

金额累计不超过 12,485.00 万元。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审议，同意公司与各关联方

在预计额度内按市场交易原则开展销售商品（白酒），采购商品、劳务及房屋租

赁等与生产经营相关的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详见公司于2022

年 3 月 16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金徽酒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

议确认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根据规定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6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金徽酒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金徽

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5 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

议确认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在预计额度内进行，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客观、公允，该等关联交易是必要的，并通过了相关决策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关联方 
2021 年度

预计金额 

2021 年度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销售

商品 

复星 5,000.00 2,160.69 

疫情影响关联方采购

需求 

亚特集团 3,000.00 1,760.18 

懋达实业 300.00 191.52 

甘肃勘探者地质矿产有限公司 20.00 5.47 

小计 8,320.00 4,117.86 
 

提供

劳务 

海南海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0.20 新增向关联方提供配

送服务 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 4.51 

小计 
 

4.71 
 



 

项目 关联方 
2021 年度

预计金额 

2021 年度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采购

商品 

甘肃金徽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450.00 262.97 疫情影响采购量 

海南复星商社贸易有限公司 - 404.29 新增生产原材料采购 

上海老城隍庙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 4.00 新增福利品采购 

上海汉辰表业集团有限公司 - 2.79 新增定制产品采购 

甘肃泓盛生态农林发展有限公司 - 6.13 新增绿化苗木采购 

上海豫园珠宝时尚集团有限公司 500.00 - 相关产品计划取消 

小计 950.00 680.18 
 

接受

关联

方劳

务 

广州淘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53.46 公司业务模式调整 

上海豫园华灯文化创意集团有限

公司 
10.00 9.43 

 

兰州亚泉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63.74 
 

懋达实业 500.00 730.48 
厂区零星维修工程增

加 

上海复传星声品牌发展有限公司 - 3.00 新增咨询服务采购 

海南亚特兰蒂斯商旅发展有限公

司亚特兰蒂斯酒店 
- 13.35 新增会议服务采购 

上海星竞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 4.65 
新增咨询、培训服务采

购 

小计 910.00 878.11 
 

租赁 

上海豫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 4.07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0.00 - 租赁主体变更 

小计 
 

200.00 4.07 
 

捐赠 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 - 106.00 
向郑州水灾重建、卓尼

乡村医生项目捐赠 

小计 
 

106.00 
 

合计 10,380.00 5,790.93 
 

2021 年，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部分配送服务、零星采购、对外捐赠未在年

初预计，日常交易过程中根据授权履行了内部审批程序，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

成重大不良影响。 



 

3．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2022 年度，公司预计与复星、亚特集团、懋达实业等关联方之间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关联方 
2022 年度预

计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年初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2021 年度实

际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度 

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销售

商品 

复星 5,000.00 ＜0.03 128.74 2,160.69 ＜0.01 

根据关联方业务需求规划 亚特集团 3,000.00 ＜0.02 707.53 1,760.18 ＜0.01 

懋达实业 300.00 ＜0.01 15.33 191.52 ＜0.01 

小计 8,300.00 ＜0.05 851.60 4,112.39 ＜0.02 
 

采购

商品 

海南复星商社贸易有限公司 1,500.00 ＜0.02 76.65 404.29 ＜0.01 新增采购酿酒原材料 

上海老庙黄金有限公司 150.00 ＜0.01    新增采购黄金促销品 

上海汉辰表业集团有限公司 50.00 ＜0.01 
 

2.79 ＜0.01 新增采购定制产品 

甘肃金徽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900.00 ＜0.01 1.57 262.97 ＜0.01 采购酿酒原材料、员工餐厅食材 

复星 300.00 ＜0.01 
 

4.00 ＜0.01 
 

小计 2,900.00 ＜0.04 78.22 674.05 ＜0.01 
 

接受

关联

方劳

务 

上海豫园华灯文化创意集团有限公司 80.00 ＜0.01 
 

9.43 ＜0.01 新增广告宣传业务 

上海复传星声品牌发展有限公司 10.00 ＜0.01 
 

3.00 ＜0.01 
 

懋达实业 800.00 ＜0.01 60.64 730.48 ＜0.01 
 

兰州亚泉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80.00 ＜0.01 
 

63.74 ＜0.01 
 

上海星竞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50.00 ＜0.01 
 

4.65 ＜0.01 新增信息化系统采购、咨询 

复星 100.00 ＜0.01 
 

66.81 ＜0.01 
 

小计 1,220.00 ＜0.01 60.64 878.11 ＜0.01 
 

租赁* 上海豫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5.00 ＜0.02 
 

4.07 ＜0.01 
 



 

项目 关联方 
2022 年度预

计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年初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2021 年度实

际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度 

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上海复豫酒业(集团)有限公司 50.00 ＜0.06 
   

新增租赁办公位 

小计 65.00 ＜0.08 
 

4.07 ＜0.01 
 

合计 12,485.00 
 

990.46 5,668.62 
  

*2019 年 3 月，公司与甘肃世纪金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租赁甘肃世纪金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

滩路 388 号金徽财富中心 1-4 层裙楼、主楼第 4 层作为兰州营销中心办公用房，租赁期 5 年，租赁费合计 2,219.40 万元。甘肃世纪金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亚特集团控制的企业，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故公

司租赁甘肃世纪金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构成关联交易。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2 日刊登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的《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与关联方签订房屋租赁

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13）。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介绍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法定 

代表人 

上海复星高科

技（集团）有

限公司 

480,000.00 上海市曹杨路 500号 206室 

一般项目：受复星国际有限公司和其所投资企业以及其关联企业的委托，为其提供

投资经营管理和咨询服务、市场营销服务、财务管理服务、技术支持和研究开发服

务、信息服务、员工培训和管理服务、承接本集团内部的共享服务及境外公司的服

务外包；计算机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货物或技术进

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五金交电、机电设备、

机械设备、通讯设备、电器设备、仪器仪表、制冷设备、办公用品、体育用品、纺

织品、服装、钟表眼镜、工艺礼品（文物除外）、日用百货、家用电器、计算机软硬

件及辅助设备、家具、电子产品、建材、装饰材料、包装材料、金属材料的销售。 

陈启宇 

甘肃亚特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0 

甘肃省陇南市徽县城关镇

建新路 

一般项目：矿山机械销售；以自由资金从事实业投资、项目投资、创业投资、股权

投资；企业管理咨询。 
李  明 



 

关联方名称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法定 

代表人 

甘肃懋达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天水

北路 222 号第 27 幢一单元

36 层 3606 号 

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不含金融证券保险及个人征信业务）；建筑材料批发和零

售；机器设备租赁（不含金融租赁）；从事计算机信息科技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除互联网信息服务）。 

李锁银 

海南复星商社

贸易有限公司 
80,000.00 

海南省海口市保税区澄迈

县老城经济开发区南一环

路 69 号海口综合保税区跨

境电商产业园国际商务中

心 215 室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品）；婴

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出版物互联

网销售；报关业务；食品进出口；酒类经营；食品互联网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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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海上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

内货物运输代理；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陆路国际货物运输

代理；国际船舶代理；无船承运业务；未经加工的坚果、干果销售；玩具、动漫及

游艺用品销售；母婴用品销售；日用杂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

品）；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美发饰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珠宝首饰批发；服装服饰批发；化妆品

批发；食用农产品批发；家具销售；钟表销售；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玩具销

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票务代理服务；家用电器零配

件销售；供应链管理服务；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新车销售；金属矿石销售；

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

售预包装食品）；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纸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

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食品用

洗涤剂销售。 

顾晓亮 

上海老庙黄金

有限公司 
8,500.00 上海市九狮路 18 号 

黄金饰品零售、批发、修理、制造、加工、收购，金银质纪念币（章）零售，珠宝

玉器，钻石，工艺美术品，百货，铂金，宝玉石鉴定、咨询、服务，国内贸易（除

专营商品外），寄售、收购玉器，钟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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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剑 

上海汉辰表业

集团有限公司 
69,816.5428 

上海市黄浦区复兴东路 2

号 1 幢 503 室 

一般项目：钟表与计时仪器、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眼镜（不含隐形眼镜）的销

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仪器仪表修理，物业管理，专业设计服

务，工业设计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石  琨 

上海豫园华灯

文化创意集团

有限公司 

1,000.00 
上海市黄浦区复兴东路 2

号 1 幢 1307 室 

工艺美术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百货、文化办公用品的设计、销售及售后服务，

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展览展示服务，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园林景观

设计，货物或技术的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餐饮服务，演出经纪，品牌管理，票务代理，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

业务）。 

徐  翀 

上海复传星声

品牌发展有限
500.00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二路

600号 1幢 17层 05单元（实

一般项目：品牌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专业设计服务；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管理咨询；
施  喆 



 

关联方名称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法定 

代表人 

公司 际楼层 15 层） 社会经济咨询服务；贸易经纪；广告设计、代理；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广告

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体验式拓展活动及策划；

会议及展览服务；软件开发。 

上海豫能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13,626.00 

上海市黄浦区复兴东路 2

号 

物业管理，停车场（库）经营管理，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房地产经纪。企业

管理咨询，酒店管理，保洁服务，园林绿化，城市生活垃圾服务，室内外装潢。 
胡俊杰 

兰州亚泉湾物

业管理有限公

司 

200.00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 513

号规划路北侧 
物业管理、集中供暖。 刘  芳 

甘肃金徽现代

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 

10,000.00 
甘肃省陇南市徽县城关镇

建新路金徽商业广场 9 楼 

农副产品种植、收购及销售；粮食种植、收购及销售；蔬菜、水果、花卉苗木的种

植及销售；畜禽、水产的养殖、屠宰及销售；食用农产品的销售；预包装食品、散

装食品的批发兼零售；园林绿化服务；中药材种植、推广、收购、销售（国家限定

除外）；半夏种植、收购、销售；饲料加工及销售；保健食品、婴幼儿配方奶粉、冻

品的批发和销售；烟、酒的零售。 

张谦祥 

上海星竞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50.00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二路

600号 1幢 15层 07单元(实

际楼层 13 层)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

划；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形象策划；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采购代理服务；办

公用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张  婷 

上海复豫酒业

(集团)有限公

司 

3,000.00 
上海市黄浦区复兴东路 2

号 1 幢 400B 室 

许可项目：酒类经营；食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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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电子

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品牌管理，品牌策划，市场营销策划。（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吴毅飞 

2．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企业均依法存续经营，其经济效益和财务状况良好，日常交易中能正常履行合同约定内容，不是失信责任主体，具备较

强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1.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按公平、合理的原则进行。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白酒）的价格为公司同期同类产品的团

购价格。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商品、劳务及房屋租赁的价格为同期同类商品、劳务、房屋租赁的当地市场价格。公司不应给予关联方区

别于无关联第三方的特殊优惠政策。 



 

2.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在上述预计关联交易额度内根据业务需求分别签订协议或订单，本授权有效限期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销售商品（白酒）、采购商品和劳务、租赁等日常关联交易，均属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有利于公司

业务的发展，且交易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协商一致达成，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独

立，该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未使公司主营业务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16 日 

 报备文件 

1．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5．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确认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

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