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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告之内容概不负责，对其准确性
或完整性亦不发表任何声明，并明确表示，概不会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内容而产生或因依
赖该等内容而引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之中外合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编号：168） 

 

公告 

 

与烟台啤酒的持续关连交易 

 

 
兹提述本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3 日之公告，内容有关（其中包括）本公司与烟台啤酒签
订的《原烟台啤酒产品经销合同》及青啤财务公司与烟台啤酒签订的《原烟台啤酒账管
协议》。 
 

1．《新烟台啤酒产品经销合同》 

 
因《原烟台啤酒产品经销合同》已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到期，本公司与烟台啤酒于
2018 年 1 月 24 日签订《新烟台啤酒产品经销合同》，期限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月 31日。 
 
朝日集团控股为本公司的主要股东，而烟台啤酒为朝日集团控股的间接附属公司，因
此，烟台啤酒为本公司的关连人士。根据《上市规则》第 14A 章，订立《新烟台啤酒
产品经销合同》及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构成本公司之持续关连交易。 
 
由于按《新烟台啤酒产品经销合同》拟进行之交易的年度上限总额所计算的适用百分比

率均高于 0.1%但低于 5%，根据《上市规则》第 14A 章的规定，该等交易需满足申报及

公告之要求但获豁免遵守有关通函（包括独立财务意见）及独立股东批准之要求。 

 

2．《新烟台啤酒账管协议》 

 
因《原烟台啤酒账管协议》已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到期，青啤财务公司与烟台啤酒于
2018 年 1月 24 日签订《新烟台啤酒账管协议》，期限为 2018 年 1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日。 
 
由于烟台啤酒为本公司的关连人士，根据《上市规则》第 14A 章的规定，《新烟台啤酒
账管协议》项下拟进行之交易构成本公司于《上市规则》第 14A章下之持续关连交易。 
 

由于按《新烟台啤酒账管协议》拟进行之交易的年度上限总额所计算的适用百分比率均

高于 0.1%但低于 5%，根据《上市规则》第 14A 章的规定，该等交易需满足申报及公告

之要求但获豁免遵守有关通函（包括独立财务意见）及独立股东批准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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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本公司日期为 2017 年 12 月 20 日之公告所披露，朝日集团控股已同意转让其于本

公司持有之全部股份，该交易尚未完成。倘关连关系发生任何变动，本公司将遵守《上

市规则》有关上述交易之任何适用规定。 

 

一、《新烟台啤酒产品经销合同》 

 

兹提述本公司于2015年2月3日之公告，内容有关（其中包括）本公司与烟台啤酒签订的

《原烟台啤酒产品经销合同》，有效期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于2018年

1月24日，本公司与烟台啤酒签订了《新烟台啤酒产品经销合同》，期限自2018年1月1日

至2018年12月31日止。 

 

《新烟台啤酒产品经销合同》之详情如下： 

 

日期    ：   2018 年 1月 24日 

 

交易方： 烟台啤酒为卖方 

本公司为买方 

 

期限： 2018 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12 月 31日 

 

主旨事宜： 

 

本公司向烟台啤酒购买烟台啤酒产品 

主要条款： (i) 烟台啤酒须按照本公司或其指定的销售公司的要求生产

并向本公司或其指定的销售公司销售其所订购的烟台啤

酒产品； 及 

 

(ii) 本公司或其指定的销售公司享有所有烟台啤酒产品的独

家经销权，并作为烟台啤酒产品的独家经销商，其独家

经销权不受地域范围的限制。烟台啤酒保证，不会与除

本公司或其指定的销售公司之外的任何第三方签订与

《新烟台啤酒产品经销合同》项下的任何事项构成竞争

或冲突的任何合同或协议，不得自行销售或委托除本公

司或其指定的销售公司以外的任何第三方销售烟台啤酒

产品，惟烟台啤酒董事会批准同意生产的产品除外。 

 

定价： 烟台啤酒产品的定价须参照以下原则： 

 

制造工厂交货价（含增值税）=（生产成本+费用+税金）× 
(1+不高于 10%利润) × （1+增值税率） 

 
上述公式中的“生产成本”是指烟台啤酒承担的生产环节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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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直接材料费（具体包括主要原材料、燃料及动力等）、

直接人工费以及制造费；“费用”是指管理费用及财务费

用；“税金”是指销售税金及附加费。以上“生产成本、费

用及税金”均指与啤酒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成本、费用及税

金，并应不包括除此之外的任何支出。 

 

本公司与烟台啤酒须根据以上定价原则及市场情况在不高于

以上定价原则的前提下协商确定具体价格。在确认每月交付

的烟台啤酒产品品种及数量后，本公司或其指定的销售公司

须在次月月底前向烟台啤酒支付相应的购买价格。 

 

先决条件： 本公司已符合《上市规则》内有关持续关连交易之相关规定

须为本公司履行《新烟台啤酒产品经销合同》项下的责任和

义务之先决条件。如实际交易额超出已披露的交易上限，本

公司须另行符合《上市规则》之相关规定。 

 

年度上限 

 

《新烟台啤酒产品经销合同》项下拟进行之交易的年度上限金额预计为人民币

900,000,000元。预计的年度上限金额根据有关烟台啤酒产品预期于2018年的需求、生产

成本及市场规划等因素，及本公司就《新烟台啤酒产品经销合同》预计应向烟台啤酒支

付的年度采购金额而厘定。 

 

签订《新烟台啤酒产品经销合同》之原因及利益 

 

签订《新烟台啤酒产品经销合同》可有助统一本集团之市场规划、管理及营销策略，同

时，本公司亦持有烟台啤酒39%的股权，可利用烟台啤酒的产能并借助本集团的销售体

系和网络互补优势，增强市场竞争力。而且，在烟台啤酒定牌生产本公司的产品，亦有

助降低物流成本，提升本集团在烟台地区的影响力及市场份额。 

 

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新烟台啤酒产品经销合同》之签订属于本集团日

常及一般业务，按一般商业条款或更佳条款进行，而《新烟台啤酒产品经销合同》之

条款及年度上限为公平合理，并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除杉浦康誉先生因任职于朝日集团控股而已回避表决与此等交易有关的董事会决议外，

并无董事于根据《新烟台啤酒产品经销合同》进行之交易中拥有重大利益。 

 

 

二、《新烟台啤酒账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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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提述本公司于2015年2月3日之公告，内容有关（其中包括）青啤财务公司与烟台啤酒

签订的《原烟台啤酒账管协议》，有效期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于

2018年1月24日，青啤财务公司与烟台啤酒签订了《新烟台啤酒账管协议》，有期限自

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止。 

 

《新烟台啤酒账管协议》之详情如下： 

 

日期    ：   2018 年 1月 24日 

 

交易方： 青啤财务公司；及 

烟台啤酒 

 

期限： 2018 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12 月 31日 

 

主旨事宜： 

 

由青啤财务公司向烟台啤酒提供账户管理及资金收付结算等

服务，并由青啤财务公司按双方议定之利率支付利息和提供

相关结算服务及收取手续费。 

 

定价： 存款利率及手续费分别参照由中国人民银行所定的同类型存

款及服务的基准利率及费用标准，以及其它主要国有商业银

行之相关存款利率及服务费用而厘定。 

 

先决条件： 本公司已符合《上市规则》内有关持续关连交易之相关规定

须为青啤财务公司履行《新烟台啤酒账管协议》项下的责任

和义务之先决条件。如实际交易额超出已披露的交易上限，

本公司须另行符合《上市规则》之相关规定。 

 

年度上限 

 

《新烟台啤酒账管协议》项下拟进行之交易的年度上限金额预计为人民币900,000,000

元。预计年度上限金额乃参照就本公司与烟台啤酒签订的《新烟台啤酒产品经销合同》

之预计销售交易金额，及烟台啤酒不时存放于青啤财务公司之本金金额和青啤财务公司

应支付之一般利息的累积金额。 

 

签订《新烟台啤酒账管协议》之原因及利益 

 

青啤财务公司将集中管理由烟台啤酒存放的销售款额，这将有助提高本集团的资金使用

效率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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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新烟台啤酒账管协议》之签订属于本集团日常及一

般业务，按一般商业条款或更佳条款进行，而《新烟台啤酒账管协议》之条款及年度上

限为公平合理，并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之整体利益。 

 

除杉浦康誉先生因任职于朝日集团控股而已回避表决与此等交易有关的董事会决议外，并

无董事于根据《新烟台啤酒账管协议》进行之交易中拥有重大利益。 

 

三、《上市规则》下之涵义 

 

朝日集团控股为本公司的主要股东，而烟台啤酒为朝日集团控股的间接附属公司，因

此，烟台啤酒为本公司的关连人士。根据《上市规则》第14A章，订立《新烟台啤酒产

品经销合同》和《新烟台啤酒账管协议》及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均构成本公司之持续关

连交易。诚如本公司日期为2017年12月20日之公告所披露，朝日集团控股已同意转让其

于本公司持有之全部股份，该交易尚未完成。倘关连关系发生任何变动，本公司将遵守

《上市规则》有关上述交易之任何适用规定。 

 

由于按《新烟台啤酒产品经销合同》和《新烟台啤酒账管协议》分别拟进行之交易的年

度上限总额所计算的适用百分比率均高于0.1%但低于5%，根据《上市规则》第14A章的

规定，该等交易需满足申报及公告之要求但获豁免遵守有关通函（包括独立财务意见）

及独立股东批准之要求。 
 
四、订约方资料 

 

本集团主要从事啤酒的生产、销售及与之相关的业务。青啤财务公司是一家经中国银监会

批准成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主要业务是为成员单位提供资金结算和融资等金融服务。 

 

烟台啤酒的主营业务为生产、销售啤酒及其他饮料。 

 

 

五、定义 

 
于本公告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下列词汇具有以下涵义： 

 

「朝日集团控股」  朝日集团控股株式会社，为一家于日本东京成立之股份公

司，其股票分别于东京证券交易所及大阪证券交易所上市，

为本公司的主要股东，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持有本公司约

19.99%股份 

 

「董事会」  本公司董事会 

 

「银监会」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6 

 

「本公司」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为一家于中国青岛成立的中外合资

股份有限公司，其股票分别于联交所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关连人士」  具有《上市规则》赋予的涵义 

 

「董事」  本公司之董事 

 

「本集团」 

 

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上市规则》」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新烟台啤酒账

管协议》」 

 

青啤财务公司与烟台啤酒于2018年1月24日订立的人民币单

位结算账户管理协议，详情简述于本公告中 

 

「《新烟台啤酒产

品经销合同》」 

 

本公司与烟台啤酒于2018年1月24日签订有关烟台啤酒产品

的产品经销合同，详情简述于本公告中 

 

「《原烟台啤酒账管

协议》」 

 

 青啤财务公司与烟台啤酒于2015年2月3日订立的人民币单位

结算账户管理协议 

 

「《原烟台啤酒产品

经销合同》」 

 

 本公司与烟台啤酒于 2015 年 2 月 3 日签订有关烟台啤酒产品

之产品经销合同 

 

「百分比率」 

 

按《上市规则》第14.07条计算之百分比率 

「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本公告中，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

区及台湾 

 

「人民币」  人民币，中国法定货币 

   

「联交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主要股东」  具有《上市规则》赋予的涵义 

 

「青啤财务公司」  青岛啤酒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之全资附属公司 

 

「烟台啤酒」 烟台啤酒青岛朝日有限公司，于中国山东烟台成立之中外合

资经营公司，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本公司持有其39%权益及

朝日集团控股间接持有其41%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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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啤酒产品」 

 

由烟台啤酒生产的啤酒产品 

「%」  百分比 

 

承董事会命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张瑞祥 

公司秘书 
    

中国‧青岛 

2018年1月24日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公告日期的董事： 

 
执行董事：  孙明波先生（董事长）、黄克兴先生、樊伟先生、于竹明先生 
 
非执行董事：  杉浦康誉先生 
 
独立非执行董事： 王学政先生、于增彪先生、贲圣林先生、蒋敏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