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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专项说明

容诚专字[2021]518Z0258号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审计了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古井贡酒”）2020年 12月 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0年度的

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和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

及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21年 04月 28日出具了容诚审字[2021]518Z0472号的标准无

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文）

的要求及参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号——定期报告披露相

关事宜》（2018年 2月修订）的规定，古井贡酒管理层编制了后附的安徽古井贡酒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以下简称

“汇总表”）。如实编制和对外披露汇总表并保证其真实、准确、完整是古井贡酒管理

层的责任。

我们对汇总表所载资料与本所审计古井贡酒 2020 年度财务报表时所复核的会计

资料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核对，在所有重大方面没有发现不一致。

除了对古井贡酒实施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中所执行的对关联方交易有关的审计程

序外，我们并未对汇总表所载资料执行额外的审计程序。为了更好地理解古井贡酒的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后附汇总表应当与已审计的财务报表一

并阅读。

本专项说明仅供古井贡酒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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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情况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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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21年 4月 29 日



附件：

编制单位：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资金占用方名称 占用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的会计科

目

2020年初占用资

金余额

2020年度占用累计发

生金额(不含利息)
2020年度占用资金的

利息(如有)
2020年度偿还累计发

生金额

2020年末占用资金

余额
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

                            - 非经营性占用

                            - 非经营性占用

其他关联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的会计科

目

2020年初往来资

金余额

2020年度往来累计发

生金额(不含利息)
2020年度往来资金的

利息(如有)
2020年度偿还累计发

生金额

2020年末往来资金

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

 安徽古井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                           186.35                                - 186.35                                                    -  销售白酒  经营性往来

 安徽古井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                               0.61                                - 0.61                                                        -  销售小型材料  经营性往来

安徽古井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                               0.28                                -                             0.28                             - 提供餐饮及住宿服务  经营性往来

安徽古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  应收账款                           -                             10.64                                -                           10.64                             - 销售小型材料  经营性往来

安徽古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  应收账款                           -                             18.40                                -                           18.40                             - 提供餐饮及住宿服务  经营性往来

安徽古井健康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                           593.73                                -                         593.73                             - 销售白酒  经营性往来

安徽古井健康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                               0.15                                -                             0.15                             - 销售小型材料  经营性往来

安徽古井健康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                               0.13                                -                             0.13                             - 提供餐饮及住宿服务  经营性往来

安徽古井健康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24.64                           24.64                             -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安徽古井酒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3.89                           13.89                             - 销售白酒  经营性往来

安徽古井酒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  其他应收款                             70.43                           70.43                             - 出租房屋建筑物  经营性往来

安徽好吃點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8.06                             8.06                             - 销售白酒  经营性往来

安徽恒信典当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27                             1.27                             - 销售白酒  经营性往来

安徽汇信金融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4.50                             4.50                             - 销售白酒  经营性往来

安徽乐酒家园旅游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0.93                             0.93                             - 销售白酒  经营性往来

安徽乐酒家园旅游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0.86                             0.86                             -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安徽乐酒家园旅游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6.37                             6.37                             - 出售水电  经营性往来

安徽力信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0.84                             0.84                             - 销售白酒  经营性往来

安徽瑞景商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73.44                           73.44                             - 销售白酒  经营性往来

安徽瑞景商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7.02                             7.02                             - 提供餐饮及住宿服务  经营性往来

安徽瑞信典当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0.75                             0.75                             - 销售白酒  经营性往来

安徽盛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64.58                         164.58                             - 销售白酒  经营性往来

安徽盛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45                             1.45                             - 提供餐饮及住宿服务  经营性往来

安徽友信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0.56                             0.56                             - 销售白酒  经营性往来

安徽众信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69                             1.69                             - 销售白酒  经营性往来

亳州安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73                             1.73                             - 销售白酒  经营性往来

亳州宾馆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8.43                             8.43                             - 销售白酒  经营性往来

亳州古井慧升楼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8.80                             8.80                             - 销售白酒  经营性往来

亳州瑞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8.38                             8.38                             - 销售白酒  经营性往来

大中原酒谷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5.05                             5.05                             - 销售白酒  经营性往来

大中原酒谷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0.30                             0.30                             - 销售小型材料  经营性往来

大中原酒谷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0.04                             0.04                             - 提供餐饮及住宿服务  经营性往来

大中原酒谷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0.33                             0.33                             -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合肥古井假日酒店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3.42                             3.42                             - 销售白酒  经营性往来

上海北海饭店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94                             1.94                             - 销售白酒  经营性往来

小计 —— —— ——                           -                        1,229.98                                -                      1,229.98                             - —— ——

 上海古井金豪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726.04 1,980.07                                                      - 2,170.00                                      8,536.11 非经营性往来

 安徽古井云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608.06 6,938.89                                                      - 3,800.00                                      4,746.95 非经营性往来

 安徽龙瑞玻璃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1.38 836.97                                                         - 821.75                                              86.60 非经营性往来

 安徽金运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44.55 17,955.45                     19,100.00                                           0.00 非经营性往来

小计 —— —— ——               11,550.03                      27,711.39                                -                    25,891.75                13,369.66 —— ——

总计 —— —— ——               11,550.03                      28,941.37                                -                    27,121.73                13,369.66 —— ——

公司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现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

附属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