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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作为宜宾五粮液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粮液”、“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据《公

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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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五粮液 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

审慎的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概述 

五粮液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与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五粮液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之间存在商标及标识许可使用、土地租赁、经

营管理区域租赁、综合服务、物流运输、包装及辅助材料采购、劳保用品供应等

与日常生产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了相关协议

（或合同）。 

2018 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 38.87 亿元，实际发生总额 39.88 亿元，

占营业总收入 400.30 亿元的 9.96%，关联交易总额占当期收入比例较上年

（10.82%）下降 0.86 个百分点。2019 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为 40.45 亿

元，占 2019 年预计营业总收入（500 亿元）的 8.09%。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1、采购或销售原材料、提供或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1）采购或销售原材料、接受或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表 

业务 

类别 
发生业务往来的单位 业务内容 

2019 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18 年实际发生金

额（万元） 

向关 四川省宜宾普什驱动有限责任公司 原材料 2,800  2,47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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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人

销售

产品、

商品 

四川省宜宾普什集团有限公司 原材料 0  203.92 

四川省宜宾普什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原料 2,000  3,428.64 

四川省宜宾环球天沃商贸有限公司 
玻瓶、工业碳

酸钠等 
15,800  3,264.28 

成都华裕玻璃制造有限公司 玻瓶、纸箱等 2,500  1,800.08 

宜宾五粮液生态酿酒有限公司 
防伪标、包装

材料等 
432  194.14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生态酿酒营

销有限公司 
酒产品 1,038  9,355.19 

宜宾金龙贸易开发总公司 乳酸等产品 500  357.82 

宜宾金龙贸易开发总公司 酒产品 2,150  128.30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进出口有限

公司 
酒产品 30,449  71,576.66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生态酿酒营

销有限公司 
包装材料等 560  558.53 

成都普什医药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原料、切片、

卷材等 
9,510  6,697.81 

四川普天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包装材料等 40,620  25,278.05 

四川圣山禾昶制衣有限责任公司 塑料制品 2,500  2,140.86 

宜宾寰宇商贸有限公司 酒产品 0  870.58 

成都普什信息自动化有限公司 纸标、玻瓶等 0  286.54 

四川省宜宾圣山服装家纺有限公司 吊牌、标牌 400  948.61 

成都五粮液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酒产品 0 8,942.91 

五粮液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 零星项目 6,619  11,411.77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金额小计 117,878 149,914.89 

接受

关联

人提

供的

综合

服务、

五粮液集团 综合服务费 8,572  8,571.14 

四川安吉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

属子公司（不含四川省宜宾五粮液

集团安吉物流公司） 

运杂费、维修

费、劳务费等 
57,993  42,490.53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安吉物流公

司 

运输费、仓储

服务费等 
4,831  3,10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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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

维修、

转运

等劳

务 

四川省宜宾普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维修费 200  1,971.38 

四川省宜宾普什模具有限公司 维修费 0  390.34 

五粮液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 零星项目 1,882  795.72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综合服务、运输、维修、转运等劳务 

小计 
73,478 57,321.91 

向关

联人

采购

产品、

原材

料等 

四川省宜宾普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设备等 5,178  1,490.69 

宜宾晟地商贸有限公司 劳保用品 5,077  4,633.34 

四川省宜宾普什模具有限公司 模具备件 7,000  4,375.39 

四川省宜宾普什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盒体类、综合

物资 
548  433.17 

四川省宜宾圣山服装家纺有限公司 袋类 250  13.75 

四川省宜宾普什驱动有限责任公司 综合物资等 3,010  3,474.53 

四川省宜宾普什集团有限公司 RFID 防伪标 10,125  7,445.88 

五粮液集团进出口公司 葡萄酒 470  401.67 

宜宾金龙贸易开发总公司 原辅材料 12,300  14,055.52 

河南安淮粮业有限公司 粮食 0  1,197.07 

成都华裕玻璃制造有限公司 外购玻瓶 2,000  102.47 

宜宾晟地商贸有限公司 包装材料 20,000  20,024.54 

四川普天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包装材料、切

片、设备等 
1,000  2,063.76 

成都普什医药塑料包装有限责任公

司 

盒体类、膜类、

设备等 
8,060  8,531.35 

向关

联人

采购

产品、

原材

料等 

四川省宜宾环球集团天沃商贸有限

公司 

原材料、劳保、

设备等  
29,473  27,059.21 

成都普什医药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吸塑类 2,139  0 

四川安仕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粮食 0  3,603.48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进出口有限

公司 
购买设备 0  4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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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粮液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 零星项目 7,866  2,403.22 

向关联人采购产品、原材料小计 114,496 101,724.05 

向关

联人

支付

商标

使用

费 

五粮液集团 
商标、标识使

用费 
59,466  48,074.40 

向关联人支付商标使用费小计 59,466  48,074.40 

向关

联人

租赁

经营

区域

或房

屋等 

四川省宜宾丽彩集团有限公司 厂房租赁 1,551  1,551.27 

四川省宜宾普什集团有限公司 办公楼租赁 705  982.38 

五粮液集团 
经营管理区域

租赁费 
2,926  2,973.53 

五粮液集团 土地租赁费 29,656  29,655.82 

四川安吉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库房 1,697  4,736.97 

五粮液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 零星项目 2,632  1,863.75 

向关联人租赁经营区域或房屋等小计 39,167 41,763.72 

关联交易合计 404,485 398,798.97 

备注：定价原则，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的关联交易协议和发生交易，有市场

价格参照的则按市场价格确定，无市场交易价格参照的则按成本加成法或双方协商一致原则

确定。2019 年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预计金额有较大程度下降主要系部分关联方业务发

生变化，预计相关商品的交易量减少所致。接受关联人提供的综合服务、运输、维修、转运

等劳务有较大程度上升主要系公司预计 2019 年主要产品销量增加，运输费用相应增加所致。 

（2）本年度已发生额 

截至 2019 年 3 月 25 日，公司与前述关联方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额约为          

10 亿元。 

2、接受金融服务的关联交易 

五粮液持有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36%的股权，2018 年 4 月

12 日，五粮液与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2019 年 3 月 20 日签署《金融



5 

 

服务协议》补充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存款服务：在本协议有效期内，财务公司吸收五粮液的存款，在 2018

年存款每日余额 189 亿元的基础上新增 140 亿元，2019 年内存款每日余额最高

不超过人民币 329 亿元。 

（2）信贷服务：在本协议有效期内，2019 年、2020 年度内财务公司向五粮

液发放贷款每日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如需调整由双方另行约定并签

署补充协议。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业务

类别 

发生业务往来的 

单位 
业务内容 

2018 年实际发生金额

（万元） 

2018 年预计

金额（万元） 

2018 年实际发

生金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向关

联人

销售

产品、

商品 

四川省宜宾普什驱动有

限责任公司 
原材料 2,470.20 3,720.00 1.65% 

四川省宜宾普什集团有

限公司 
原材料 203.92 600.00  0.14% 

四川省宜宾普什建材有

限责任公司 
原料 3,428.64 1,010.00  2.29% 

四川省宜宾环球天沃商

贸有限公司 

玻瓶、工业碳

酸等 
3,264.28 560.00  2.18% 

成都华裕玻璃制造有限

公司 
玻瓶、纸箱等 1,800.08 3,500.00  1.20% 

宜宾五粮液生态酿酒有

限公司 

防伪标、包装

材料等 
194.14 400.00  0.13%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

生态酿酒营销有限公司 
酒产品 9,355.19 2,059.00  6.24% 

宜宾金龙贸易开发总公

司 
乳酸等产品 357.82 950.00  0.24% 

宜宾金龙贸易开发总公

司 
酒产品 128.3 2,000.00  0.09%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

进出口有限公司 
酒产品 71,576.66 46,319.00  47.74%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

生态酿酒营销有限公司 
包装材料等 558.53 1,980.00  0.37% 

向关

联人

销售

产品、

成都普什医药塑料包装

有限公司 

原料、切片、

卷材等 
6,697.81 13,690.00  4.47% 

四川普天时代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包装材料等 25,278.05 31,911.75  1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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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四川圣山禾昶制衣有限

责任公司 
塑料制品 2,140.86 0.00  1.43% 

宜宾寰宇商贸有限公司 酒产品 870.58 0.00  0.58% 

成都普什信息自动化有

限公司 
纸标、玻瓶等 286.54 0.00  0.19% 

四川省宜宾圣山服装家

纺有限公司 
吊牌、标牌 948.61 0.00  0.63% 

成都五粮液大酒店有限

责任公司 
酒产品 8,942.91 0.00 5.97% 

五粮液集团及其下属子

公司 
零星项目 11,411.77 3,947.08 7.60%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金额小计 149,914.89 112,646.83 
 

接受

关联

人提

供的

综合

服务、

运输、

维修、

转运

等劳

务 

五粮液集团 综合服务费 8,571.14 6,934.71  14.95% 

四川安吉物流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不含四川省宜宾五粮

液集团安吉物流公司） 

运杂费、维修

费、劳务费等 
42,490.53 48,122.00 74.13%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

安吉物流公司 

运输费、仓储

服务费等 
3,102.80 7,561.00 5.41% 

四川省宜宾普什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 
维修费 1,971.38 0.00  3.44% 

四川省宜宾普什模具有

限公司 
维修费 390.34 0.00  0.68% 

五粮液集团及其下属子

公司 
零星项目 795.72 1,849.90 1.39%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综合服务、运输、维修、转运

等劳务小计 
57,321.91 64,467.61 

 

向关

联人

采购

产品、

原材

料 

四川省宜宾普什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 
设备等 1,490.69 4,950.00  1.47% 

宜宾晟地商贸有限公司 劳保用品等 4,633.34  3,701.00  4.55% 

四川省宜宾普什模具有

限公司 
模具备件 4,375.39 9,200.00 4.30% 

四川省宜宾普什建材有

限责任公司 

盒体类、综合

物资 
433.17 1,015.00  0.43% 

向关

联人

采购

产品、

四川省宜宾圣山服装家

纺有限公司 
袋类 13.75 350.00  0.01% 

四川省宜宾普什驱动有

限责任公司 
综合物资等 3,474.53 3,300.00  3.42% 



7 

 

原材

料 

四川省宜宾普什集团有

限公司 
RFID 防伪标 7,445.88 7,692.00  7.32% 

五粮液集团进出口公司 葡萄酒 401.67 400.00  0.39% 

宜宾金龙贸易开发总公

司 
原辅材料 14,055.52 16,431.00  13.82% 

四川省安吉物流集团 粮食 0.00 536.00  0.00% 

河南安淮粮业有限公司 粮食 1,197.07 1,000.00  1.18% 

成都华裕玻璃制造有限

公司 
外购玻瓶 102.47 3,008.99  0.10% 

宜宾晟地商贸有限公司 包装材料 20,024.54 16,000.00 19.69% 

四川普天时代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包装材料、切

片、设备等 
2,063.76 3,116.00  2.03% 

成都普什医药塑料包装

有限责任公司 

盒体类、膜

类、设备等 
8,531.35 11,800.00  8.39% 

四川省宜宾环球集团天

沃商贸有限公司 

原材料、劳

保、设备等 
27,059.21 36,724.26  26.60% 

四川安仕吉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粮食 3,603.48 0.00  3.54%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

进出口有限公司 
购买设备 415.01 0.00  0.40% 

五粮液集团及其下属子

公司 
零星项目 2,403.22 5,190.65 2.36% 

向关联人采购产品、原材料小计 101,724.05 124,414.90 
 

向关

联人

支付

商标

使用

费 

五粮液集团 
商标、标识使

用费 
48,074.40 49,006.17 100.00% 

向关联人支付商标使用费合计 48,074.40 49,006.17    

向关

联人

租赁

经营

四川省宜宾丽彩集团有

限公司 
厂房租赁 1,551.27 1,551.00 3.71% 

四川省宜宾普什集团有

限公司 
办公楼租赁 982.38 964.00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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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或房

屋 

五粮液集团 
经营管理区

域租赁费 
2,973.53 2,926.00 7.12% 

五粮液集团 土地租赁费 29,655.82 29,656.00  71.01% 

四川安吉物流集团有限

公司 
库房 4,736.97 0.00 11.34% 

五粮液集团及其下属子

公司 
零星项目 1,863.75 3,079.53 4.47% 

向关联人租赁经营区域或房屋小计 41,763.72 38,176.53   

关联交易合计 398,798.97 388,712.04    

备注：公司 2018 年度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38.87 亿元，实际发生关联交易

总金额为 39.88 亿元，实际发生总额较预计总额增加 1.01 亿元，增长 2.60%，偏差率在±20%

范围内。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1、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宜宾市岷江西路 150 号 

法定代表人：李曙光 

注册资本：壹拾亿元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服务。 

2、四川安吉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四川安吉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宜宾市岷江西路 150 号 

法定代表人：徐胜明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公路汽车货运及汽车维修；保险兼业代理；粮食收购等。 

3、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安吉物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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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安吉物流公司 

住所：宜宾市岷江西路 150 号 

法定代表人：徐胜明 

注册资本：柒仟贰佰贰拾贰万伍仟元人民币 

类型：全民所有制 

经营范围：货物运输；销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粮食收购；保险兼业

代理等。 

4、宜宾晟地商贸有限公司 

名称：宜宾晟地商贸有限公司 

住所：宜宾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临港大道三段 17 号企业服务中心 608 室 

法定代表人：何析霖 

注册资本：壹佰万元人民币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销售：服装及饰品、鞋帽、针纺织品、劳保用品等。 

5、宜宾金龙贸易开发总公司 

名称：宜宾金龙贸易开发总公司 

住所：四川省宜宾市临港经济开发区临港大道三段 5 号 

法定代表人：李和平 

注册资金：叁仟万元人民币 

类型：全民所有制 

经营范围：销售：化工产品、五金交电、金属材料、煤炭、建筑材料、饲料。

彩扩；销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农副土特产品、纸。 

6、四川省宜宾普什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四川省宜宾普什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宜宾市岷江西路 150 号 

法定代表人：唐桥 

注册资本：壹亿伍仟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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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服务；商品批发与零售；进出口业务；租赁业；专业技

术服务业。 

7、四川省宜宾普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四川省宜宾普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宜宾市翠屏区岷江西路 150 号 

法定代表人：邓庆国 

注册资本：叁仟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工业自动化设备及零部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安装及维修；工

程维修改造等。 

8、四川省宜宾普什模具有限公司 

名称：四川省宜宾普什模具有限公司 

住所：四川省宜宾市岷江西路 150 号 

法定代表人：杨明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模具、注塑系统、机电产品、塑料制品、冲产品、检具、夹具的

开发、设计、制造、销售、安装、服务及相关产品的进出口业务。 

9、四川省宜宾普什驱动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四川省宜宾普什驱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四川省宜宾市岷江西路 150 号 

法定代表人：郭俊 

注册资本：捌仟柒佰肆拾陆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液压设备及其他机电设备、模具、塑料制品的设计、开发、生产、

销售及以上产品的维修、租赁、技术转让、安装、搬迁服务；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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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成都普什医药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名称：成都普什医药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住所：成都高新区西部园区 

法定代表人：袁文 

注册资本：叁亿伍仟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 

经营范围：医药塑料包装、医药耗材、医药塑料原料、塑料制品的研发、生

产、加工、销售；精密模具等。 

11、四川省宜宾丽彩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四川省宜宾丽彩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宜宾市岷江西路 150 号 

法定代表人：陈康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人民币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销售：预包装食品（含酒类）。印刷包装装潢；销售：印刷机械

设备、配件及耗材、纸张、油墨、化工产品等。 

12、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名称：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住所：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蜀南大道西段 14 号 

法定代表人：王平 

注册资本：叁仟万元人民币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进出口业；商品批发与零售；销售：预包装食品；批发：危险化

学品等。 

13、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生态酿酒营销有限公司 

名称：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生态酿酒营销有限公司 

住所：宜宾市翠屏区岷江西路 15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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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刘艺 

注册资本：伍佰万元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酒类销售；酒类技术推广服务；销售：农副产品、日用百货、办

公用品、包装材料。 

14、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名称：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住所：宜宾市岷江西路 150 号 

法定代表人：罗伟 

注册资本：贰拾亿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签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

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

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

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

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  

15、四川普天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四川普天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盛安街 133 号 6 幢 1 单元

20 层 10 号 

法定代表人：张维虎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包装材料的设计、开发、生产、销售；化工产品及原料、机电设

备、模具、办公设备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等。 

16、四川省宜宾普什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四川省宜宾普什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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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宜宾市翠屏区岷江西路 150 号 

法定代表人：王启政 

注册资本：陆仟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聚乙烯管道焊工培训服务。生产、销售、安装:塑料制品、包装

材料；销售钢材。 

17、成都华裕玻璃制造有限公司 

名称：成都华裕玻璃制造有限公司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泉驿区）南一路 99 号 

法定代表人：胡川 

注册资本：叁仟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玻璃及玻璃制品制造；玻璃窑炉的设计、建造、维修；销售：玻

璃及玻璃制品、建筑材料、机电产品、配电设备等。 

18、四川省宜宾环球集团天沃商贸有限公司 

名称：四川省宜宾环球集团天沃商贸有限公司 

住所：四川宜宾五粮液集团玻璃工业园区内 

法定代表人：丁建参 

注册资本：伍佰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销售：玻璃制品、玻璃制造原辅材料、纸箱、五金家电、机械设

备等。 

19、成都五粮液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成都五粮液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成都市成华区双林路 266 号 

法定代表人：马莉 

注册资本：贰仟叁佰伍拾陆万玖仟捌佰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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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住宿、餐饮服务、卷烟零售等。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述关联人为五粮液集团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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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生产经营情况良好，财务指标稳定，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活动所需，向关联方采购、销售产品并提供、

接受劳务，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自愿、平等及互惠互利的原则

进行交易。公司与关联方签署的关联交易协议和进行的交易，有市场价格参照的

则按市场价格确定，无市场交易价格参照的则按成本加成法或双方协商一致原则

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鉴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每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数量众多，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根据生产经营实际需要，按照《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每三年

签署一次关联交易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五粮液是由国有企业宜宾五粮液酒厂部分优质资产改制设立，改制时

受限额上市影响，酒厂完整的生产经营体系一分为二，上市公司的运行客观上必

然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 

（二）经过多年的发展，五粮液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现已构建形成为酒类生

产企业提供配套产品和服务的产业链，形成了一个多元化产业群。该批公司技术

装备先进，产品质量较优，可向五粮液提供技术领先、质量稳定、交货及时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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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和各项服务。同时，该批公司因地域优势，可以及时参与五粮液新产品的设计

和对现有产品的优化改进升级。 

鉴于五粮液生产经营的持续需要，为了充分借助和利用五粮液集团及其下属

子公司所形成的为酒类企业提供服务的产业供应链资源，使五粮液获得更大的竞

争优势，因此，将该批公司作为生产协作单位和商业合作伙伴，承担五粮液的部

分原辅材料供应和物流后勤保障。五粮液与该批关联公司建立稳定的合作伙伴关

系，有助于公司生产经营的持续进行和稳步发展。 

（三）五粮液与前述关联方持续进行的经常性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股东

利益，签署的协议依据市场化、或成本加成及协商确定原则订立，关联交易公平、

合理，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审批情况 

2019 年 3 月 25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独立董事事前对本次关联交易预计予以认可，并对本次关联交易预计发表了

独立意见。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国泰君安认为：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经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同

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决策程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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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将遵循公允定价原则，参考市场价格进行，未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保荐机构对公司预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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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

司 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滕强                刘启群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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