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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关联交易尚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不会使公司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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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4 月 1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限额的议案》，关联董事徐进、张国强、徐钦

祥、范博、黄绍刚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表决一致同意该议案，公司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本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我们认为公司预计的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因正常的生

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相关预计额度系在根据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过程的交易情况

提前进行合理预测之基础上确定，交易定价原则公允、合理，没有损害中小股东

和公司的利益。关联董事均依法回避了表决，审核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有关规定。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 

 

（二）2018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 

2018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预计和实际发生情况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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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18 年度预计

金额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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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关联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销售白

酒） 

淮北口子国际大酒

店有限公司 
15,000,000.00  

                  

6,594,156.00  

 

对方根据餐饮业务实际发

生量，合理安排采购。 

小计 15,000,000.00  

         

6,594,156.00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出租房

产） 

淮北口子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2,000,000.00 - 

根据实际需要，相关业务

尚未开展 

小计 2,000,000.00 -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接

受餐饮服

务） 

淮北口子国际大酒

店有限公司 
15,000,000.00   6,799,541.00  

公司根据实际发生业务需

求，合理安排餐饮招待量。 

小计 15,000,000.00   6,799,541.00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接

受园林绿

化服务） 

淮北绿野园林工程

有限公司 
 6,000,000.00  

            

366,600.00  

 

根据实际需要，合理安排

园林绿化服务。 

小计 6,000,000.00   366,600.00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接

受物业管

理服务） 

淮北泉山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 
 6,000,000.00  

         

2,287,296.00  

 

根据实际需要，合理安排

物业管理服务。 

小计 6,000,000.00   2,287,296.00   

合计  

            

44,000,000.00  

 

        

16,047,593.00  

         

 

 

（三）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

披露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

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

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销

售白酒） 

淮北口子国

际大酒店有

限公司 

15,000,000.00         0.27                    352,400.00    6,594,156.00  0.13 

根据餐饮业务

实际发生量，

合理安排采

购。 

淮北龙湖商

务酒店有限

公司 

6,000,000.00 0.11 

 

         - 

 

            - 

 

     -  

小计 21,000,000.00         0.38                      352,400.00    6,594,156.00  0.13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出租房

产） 

淮北龙湖商

务酒店有限

公司 

2,000,000.00        22.75 

                        

169,920.00  

  

- - 

根据实际需

要，上年相关

业务尚未开展 

小计 2,000,000.00          22.75 

                        

169,920.00  

  

- -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接受

餐饮服务） 

淮北口子国

际大酒店有

限公司 

15,000,000.00         60.98 

                     

1,542,790.00  

 

         

6,799,541.00  

 

41.50 

公司根据实际

发生业务需

求，合理安排

餐饮招待量。 

淮北龙湖商

务酒店有限

公司 

8,000,000.00 

   

32.52 

 

- - -  

小计 23,000,000.00         93.50 

                     

1,542,790.00  

 

         

6,799,541.00  

 

41.50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接受

园林绿化服务） 

淮北口子国

际大酒店有

限公司 

6,000,000.00    57                     

                        

-  

 

         -  

                  
- 

根据实际需

要，合理安排

园林绿化服

务。 

小计 6,000,000.00    57 - - -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接受

物业管理服务） 

 

淮北泉山物

业服务有限

公司 

6,000,000.00    100                     

                        

640,683.00  

 

         

2,287,296.00  

                  

100 

根据实际需

要，合理安排

物业管理服

务。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淮北口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08 年 7 月 23 日 

注册资本：5,770.00 万元 

公司住所：安徽省淮北市人民路中段南侧  

法定代表人：徐进 

主营业务：投资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行业、产业（涉及行政许可的凭

许可证经营），房地产开发。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7,915.60 万元，净资产 8,166.49 万元，2018

年 1-12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9,990.02 万元，实现净利润 426.12 万元（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徐进、刘安省共同控制该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

施指引》的相关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淮北口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偿债能力正常，具有履约能力。             

2、淮北口子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08 年 9 月 25 日 

注册资本：3,000.00 万元 

公司住所：安徽省淮北市人民路中段南侧  

法定代表人：徐钦祥 

主营业务：住宿，经销主食、热菜、凉菜、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本经营

 

小计 6,000,000.00    100                     

                        

640,683.00  

 

         

2,287,296.00  

                  

100  

合计   58,000,000.00      

                

2,705,793.00  

 

        

        

 15,680,993.00  

  

  

   



场所内零售卷烟（雪茄烟），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零售），经销日用百货、苗

木、餐饮设备；会议接待；高尔夫训练服务，卫生保洁服务，酒店管理，婚庆礼

仪服务，家政服务，仓储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洗衣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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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9,732.92 万元，净资产 629.75 万元，2018

年 1-12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6,421.16 万元，实现净利润 132.47 万元（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徐进、刘安省共同控制该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

施指引》的相关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淮北口子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偿债能力正常，具有履约能力。 

3、淮北绿野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13 年 4 月 26 日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公司住所：淮北市人民路南张寨路东  

法定代表人：徐钦祥 

主营业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花卉、苗木、草坪种植与销售，节水灌溉工

程设计、施工，盆景、假山、喷泉、雕塑的设计与建造，园林景观设计、建造，

城市广场绿化。（上述经营范围中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审批而未获

审批的不得经营）。 

淮北绿野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注销清算。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徐进、刘安省共同控制该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

施指引》的相关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方。 

4、淮北泉山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14 年 12 月 04 日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公司住所：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泉山路 55 号 5#楼 

法定代表人：徐钦祥 

主营业务：物业服务，卫生保洁服务，家政服务，园林绿化，电梯销售安装

及维护，电梯配件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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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43.98 万元，净资产 323.28 万元，2018

年 1-12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294.55 万元，实现净利润 55.14 万元（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徐进、刘安省共同控制该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

施指引》的相关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淮北泉山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经营正常，偿债能力正常，具有履约能力。 

5、淮北龙湖商务酒店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17 年 11 月 6 日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 

公司住所：淮北市龙湖工业园龙旺路南、梧桐中路东 

法定代表人：吴崇高  

主营业务：住宿服务，餐饮服务，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保健用品，

本经营场所内零售卷烟（含雪茄烟），经销日用百货、花卉苗木、餐饮设备，会

议服务，卫生保洁服务，酒店管理，婚庆礼仪服务，家政服务，仓储服务（不含

危险品），商务信息咨询服务，洗衣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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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355.14 万元，净资产 2,287.28 万元，2018

年 1-12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226.10 万元，实现净利润-39.33 万元（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徐进、刘安省共同控制该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

施指引》的相关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淮北龙湖商务酒店有限公司经营正常，偿债能力正常，具有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遵循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

允的基本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定价、交易。  

（2）2019 年度，公司预计向淮北口子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发生销售白酒的

日常性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1,500 万元；向淮北龙湖商务酒店有限公司发生销售

白酒的日常性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600 万元；与淮北口子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发

生接受餐饮服务的日常性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1,500 万元；与淮北龙湖商务酒店

有限公司发生接受餐饮服务的日常性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800 万元；与淮北龙湖

商务酒店有限公司发生出租房产的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200 万元；与淮北泉山物

业服务有限公司发生接受物业管理服务的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600 万元；与淮北

口子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发生接受园林绿化服务的日常性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600 万元。 

（3）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向关联人销售商品、货物，以及采购商品原则

上每月结算一次。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关联人销售和采购产品，可节省买卖双方运输成本，并保证公司获得

快捷、充足和稳定的产品供应。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交易均遵循诚实信用、

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定价、交易。上述关

联交易有利于双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双赢，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

利益。同时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

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或被控制。 

五、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