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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概述 

1、2018年，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与关联人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泸州市兴泸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之间存在采购原材料、接受劳务、销售商品等与

日常生产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为 10,827.00 万元，上年同类

交易实际发生总额为 3,983.88 万元。 

2、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18 年 4月 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二十六次会议，会议以 11

票赞成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议案所述

关联交易未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3、主要关联方名称及释义 

 序号 名称 简称 

老窖集团及其下属 1 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老窖集团 



子公司 2 泸州老窖商学院 商学院 

3 四川康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康润投资 

4 新舒特斯布鲁克私人公司 希拉谷酒庄 

5 泸州老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房地产公司 

6 泸州联众物流有限公司 联众物流 

7 泸州老窖实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实业投资公司 

兴泸集团及其下属

子公司 

1 泸州市兴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兴泸集团 

2 泸州市兴泸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兴泸水务 

3 泸州华润兴泸燃气有限公司 兴泸燃气 

4 泸州兴泸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兴泸物业 

 

（二）预计关联交易的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 

截至 3月 31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

额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燃

料和动力 

兴泸集团及其下属

子公司 
采购水、

电、天然

气 

市场价 

454.8 125.43 400.23 

老窖集团及其下属

子公司 
37 0 42.61 

小计   491.80 125.43 442.84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品 

老窖集团及其下属

子公司 销售白

酒 
市场价 

415 18.12 245.04 

兴泸集团及其下属

子公司 
356 13 188.40 

小计   771 31.12 433.44 

向关联人租

入或者租出

资产 

老窖集团及其下属

子公司 

租入房

屋 

市场价及低

于市场价 
267.82 0 0 

租出房

屋 
市场价 119.09 0 0 

小计   386.91  0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兴泸物业 

接受物

业管理

服务 市场价 

173.29 

                    

26.02  

 

190.08 

联众物流 
仓储、运

输服务 
280 0 18.48 



商学院 
培训、住

宿服务 
成本价 50 

                     

1.31  

 

2.94 

小计   503.29 27.33 211.50 

向关联人采

购商品 

希拉谷酒庄 
采购红

酒 
市场价 8,674 

                     

6.49  

 

2,697.13 

小计   8,674 6.49 2,697.13 

总  计  10,827 190.37 3,784.91 

注：因公司关联人老窖集团与兴泸集团下属子公司数量众多，其中兴泸集团部分下属公司为市

政公共服务平台，且公司产品为日常消费品，故预计与部分单一关联人发生交易金额在 300 万以

上且达到上市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0.5%的单独列示上述信息，部分其他关联人分别与老窖

集团、兴泸集团进行合并列示。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

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

引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

料、燃

料 

兴泸集团及其下属子公

司 

采购

水、天

然气 

400.23 354.25 100 12.98 《2017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

计公告》公告

编号：2017-6

（http://www

.cninfo.com.

cn/） 

小计  400.23 354.25 100 12.98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商品 

老窖集团及其下属子公

司 

销售 

白酒 
245.04 1,569 40.57 84.38 

兴泸集团及其下属子公

司 

销售 

白酒 
188.40 380 31.20 50.42 

老窖集团及其下属子公

司 
水电费 170.44 0 28.22   

小计  603.88 1,949 100 69.02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老窖集团及其下属子公

司 

零星工

程及服

务费等 

92.56 59.8 32.75 54.78 

《2017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

计公告》公告

编号：2017-6

（http://www

.cninfo.com.

兴泸物业 

接受物

业管理

等 

190.08 166.49 67.25 14.17 



兴泸水务 
水管网

改造 
0 628 0  

cn/） 

小计  282.64 854.29 100 69.02 

向关联

人采购

商品 

希拉谷酒庄 
采购 

红酒 
2,697.13 3,630 100 25.70 

小计  2,697.13 3,630 100 25.70 

租入或

者租出

资产 

龙马兴达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 

租出 

房屋 
0 1.71   

小计  0 1.71   

总  计 3,983.88 6789.25  41.32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2017年年初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6,825.07万元，

由于收购泸州老窖集团养生酒业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发生同一

控制下企业合并，故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减少至6,789.25万元。 

2017年度实际发生关联交易总金额3,983.88万元,为预计总额

的58.68%。实际发生总金额虽未超过预计总金额，但低于预计总金

额20%以上，其主要原因是：1、受市政工程建设影响，报告期内公

司未能进行水管网改造工程施工建设，减少了预计与兴泸水务的相

关工程关联交易628万元；2、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市场变化调整了销

售计划，向希拉谷酒庄采购红酒较预计金额减少932.87万元；3、

由于公司控股股东老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兴泸集团采购计划调

整，故向以上关联方销售产品比年初预计减少1,515.56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参见同日发布的《独立董事关于 2017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与

实际发生总金额差异的专项核查意见》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1）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良 

注册资本：279,881.88万元 

注册地址：四川省泸州市国窖广场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大米；销售：五金、交电、化工产品、建材；自

有房屋租赁，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农副产品储存、加工、收购、销售；农



业科技开发、咨询服务 ；设计、制作、发布：路牌、灯箱、霓虹灯、车

身、布展广告；媒体广告代理；种植、销售：谷类、薯类、油料、豆类、

棉花、麻类、糖料、蔬菜、花卉、水果、坚果、香料作物；养殖、销售：

生猪、家禽。 

截止2017年9月30日，老窖集团拥有总资产842.50亿元，净资产302.51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105.28亿元，净利润29.21亿元。 

（2）泸州市兴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袁斗泉 

注册资本：493,404.92万元 

注册地址：泸州市江阳区酒城大道三段17号 

经营范围：投资和资产管理；工程管理服务；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

投资咨询服务、财务咨询服务。 

截止2017年9月30日，兴泸集团拥有总资产653.66亿元，净资产324.38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20.52亿元，净利润6.56亿元。 

（3）泸州老窖商学院 

开办资金：300万元 

注册地址：泸州市龙马潭区小市杜家街泸州老窖花酒厂内 

经营范围：内部职工培训、外部委托培训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商学院拥有总资产 818.99 万元，净资产

808.63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70.53 万元，净利润 269.29 万元。 



（4）四川康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智华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注册地址：泸州市中国白酒金三角酒业园区爱仁堂广场 

经营范围：对房地产、医疗、医药、医疗器械、卫生、养老、科技、

教育、文化、旅游行业的投资；绿色环保材料及工程项目、基础设施的投

资；投资咨询服务；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房地产中介服务；物业管理；

单位后勤管理服务；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策划创意服务；

宾馆、饭店管理服务；餐饮服务；清洁服务；机电设备安装、维修；机械

设备租赁；工程技术咨询服务；房地产开发；建筑安装。 

截止 2017 年 12月 31 日，康润投资拥有总资产 110,449.40 万元，净

资产 60,634.99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9,857.99 万元，净利润 1,374.97

万元。 

（5）新舒特斯布鲁克私人公司（希拉谷酒庄） 

注册地址：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市 

成立时间：2013年 

注册资本：385万澳元 

经营范围：葡萄酒制造 

截止 2017 年 12月 31 日，希拉谷酒庄拥有总资产 9,282.78 万元，净

资产 3,911.99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5,237.12 万元，净利润-403.37万元。 



（6）泸州老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国良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注册地址：泸州市江阳区上平远路国窖花园6号楼3楼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二级），建材销售，机电设备安装、维修；

仓储服务；住宿服务；代收水、电、气费，物业管理；对教育、医疗、养

老项目的投资；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房地产公司拥有总资产 54,560.09 万元，

净资产 21,884.08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842.37 万元，净利润 3,966.82

万元。 

（7）泸州联众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易新彬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注册地址：叙永县叙永镇御景东城28幢金融大厦二期 

经营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物流咨询；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

货运代办；信息咨询；仓储服务；普通货物装卸；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

自有房屋租赁服务；物业服务；药品零售。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联众物流拥有总资产 20,047.52 万元，净

资产 19,653.15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395.61 万元，净利润 167.48 万元。 

（8）泸州老窖实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易斌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注册地址：泸州市江阳区黄舣镇泸州酒业集中发展区聚源大道F006

号 

经营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食品加工与销售；供应链管理服务；批

发：预包装食品；销售：五金、交电，建材、化工产品；蒸馏酒生产技术

咨询；包装专用设备租赁、检修、维护；农业作物研究及产品开发；房地

产开发经营。 

（9）泸州市兴泸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歧 

注册资本：8,5971万元 

注册地址：泸州市江阳区百子路16号 

经营范围：集中式供水；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地质勘查技

术服务；清洁服务；技术推广服务；销售：五金、交电、化工产品；自有

房屋租赁；水质化验、检验。 

（10）泸州华润兴泸燃气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袁续祖 

注册资本：11,793.95万元 

注册地址：泸州市龙马潭区枫林街9号1幢 

经营范围：城市管道天然气经营。管道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市政行业



（城镇燃气工程）专业乙级；燃气器具的销售、安装和维修；车用 CNG

气瓶充装。 

（11）泸州兴泸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静品 

注册资本：500万元 

注册地址：泸州市江阳区连江路一段81号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一级)；停车场管理；汽车清洗服务；家政服

务；清扫保洁服务；机电设备维修；花卉租售；社会看护与帮助服务；销

售：日用百货、汽车零配件；房屋中介服务；汽车修理与维护；食品销售。 

2、关联关系 

老窖集团、兴泸集团均为我公司实际控制人泸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泸州市国资委”）下属国有独资公司。老窖集团为公

司控股股东，兴泸集团为公司第二大股东，双方已签署一致行动协议（详

情参见《关于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1）。商学

院、康润投资、实业投资公司为老窖集团控股子公司，房地产公司、联众

物流、希拉谷酒庄为老窖集团三级公司；兴泸水务、兴泸燃气、兴泸物业

为兴泸集团控股子公司。 

上述关联人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一）直接或者间

接地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由前项所述法人直接或者

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四）



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及其一致行动人”对关联人

认定的相关规定，故以上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人资产状况良好，经营情况稳定，不存在合同违约的情形，

其中公司向关联人出售商品均为先款后货，故上述关联人对以上关联交易

具备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障碍。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兴泸水务、兴泸燃气采购水及天然气用于

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老窖集团租赁部分区域用于日

常办公，由此产生的电、天然气费用由实业投资公司、康润投资代收代缴，

价格按照泸州市发改委、物价局统一定价支付。 

2、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老窖集团与兴泸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出售

酒类产品均按照公司市场价执行。 

3、本公司将闲置办公室提供给老窖集团用于办公，双方约定租金按

所在地商业写字楼租金市场价格30元/月/平方米收取；本公司租赁房地产

公司成都国窖大厦部分办公室用于日常办公，双方约定租金按所在地商业

写字楼租金市场价格60元/月/平方米的60%即35.95元/月/平方米收取；本

公司下属子公司租赁康润投资江阳区黄舣镇部分区域用于日常办公，双方

约定租金按所在地商业写字楼租金市场价格16元/月/平方米收取。 

4、联众物流向公司提供养生酒产品包材、成品等的仓储、运输服务，



相关费用按照公开招标确定的市场价格结算。 

5、兴泸物业向公司提供生产经营区域的秩序维护、公共区域保洁等

物业管理服务，相关费用按照公开招标确定的市场价格结算。 

6、本公司定期及不定期安排全国各地员工返回公司总部参加培训，

商学院将为公司参训员工提供培训及公寓住宿服务，价格按照培训、公寓

运营成本结算。 

7、鉴于对希拉谷酒庄红酒产品的运营初见成效，根据2018年销售规

划，公司决定继续采购红酒用于市场拓展及公司产品配套销售，希拉谷酒

庄向本公司出售红酒按照经销商市场价格结算。 

四、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兴泸水务、兴泸燃气为市政水务、燃气供应商，向兴泸水务、兴泸燃

气采购水及天然气是本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向老窖集团与兴泸集团及

下属子公司出售酒类产品属于公司正常销售活动，有利于增加公司销售收

入，提升盈利；向老窖集团提供房屋租赁可以使公司富余资源得到充分利

用，并增加收入；向房地产公司、康润投资租赁房屋为保障公司生产经营

活动的正常开展所需；联众物流向本公司提供仓储、物流服务，为公司养

生酒产品在华北市场提供仓储物流支撑；兴泸物业经过公开招标，向本公

司提供物业服务，将确保公司经营场所舒适、整洁、安全；商学院向本公

司提供培训住宿相关服务，为公司员工参加培训提供便利；向希拉谷酒庄

购买葡萄酒有利于促进公司产品销售，从而提升公司的整体盈利；公司租



用老窖集团部分区域用于日常办公，所产生的电、天然气费用是公司日常

生产经营所需。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及收付款条件均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与市场化标准

制定和执行，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不影

响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与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以上交易而对

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上述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董

事认为：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属于

正常的、必要的交易行为，交易价格符合定价公允性原则，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未产生不利影响。董事会表决程

序符合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全体独立董事

对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持赞成态度。 

2、保荐机构对日常关联交易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泸州老窖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相关交

易事项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与市场化标准制定和执行，符合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与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

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泸州老窖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

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独立董事意见； 

3、保荐机构意见。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4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