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803    证券简称：吉宏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9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古窖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窖酒业”）2021

年 5 月 31 日净资产-1,299,035.25 元，资产负债率 101.27%，2021 年 1-5 月营业

收入 1,846,206.06 元，净利润-2,846,817.64 元。贵州钓台贡酒业有限公司支付价

款人民币 175,104,703.01 元受让古窖酒业股权及债权，交易溢价率较高，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签署的意向协议仅为合同各方达成的初步合作意向，正式协议的签

署和交易的实施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收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

关注函【2021】第 257 号）。公司董事会接函后，立即逐项落实问询函中的有关

内容，现将回复情况公告如下： 

一、天眼查显示，古窖酒业 2020 年末资产总额 8,752.09 万元，负债总额

8,600.14 万元，净资产仅为 151.95 万元，2020 年仅实现销售总额 138.48 万元，

实现净利润-177.72 万元，目前社保参保人数为 40 人。2021 年 2 月 4 日，钓台

贡以 1.75 亿元交易对价取得古窖酒业 100%股权，相较于古窖酒业 2020 年末净

资产溢价率高达 114 倍。请结合标的资产主要财务数据、市场地位及份额，说明

你公司在标的资产业绩亏损、收入规模小、资产负债率高企情况下，高溢价收

购标的资产的原因及必要性、本次收购是否符合你公司发展战略、能否提升上

市公司经营质量、收购决策是否审慎合理，是否存在迎合热点炒作股价的情形。 



【回复】 

（一）请结合标的资产主要财务数据、市场地位及份额，说明你公司在标

的资产业绩亏损、收入规模小、资产负债率高企情况下，高溢价收购标的资产

的原因及必要性，收购决策是否审慎合理 

1、古窖酒业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时间 2021年 1月-5月（未经审计） 2020年 1月-12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846,206.06  1,384,769.99 

营业利润 -2,846,816.72 -1,744,970.72 

净利润 -2,846,817.64 -1,777,233.38 

非经常性损益 — 9,075.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601,970.31 2,173,323.37 

项目/时间 2021年 5月 31日（未经审计） 2020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 

应收账款 — 5,048.00 

资产总额 101,976,999.10 87,520,864.85 

负债总额 103,276,034.35 86,001,361.91 

净资产 -1,299,035.25 1,519,502.94 

     2、收购标的资产的原因及必要性，收购是否审慎合理 

公司 2021 年年初取得“遵义产区·中国好酱酒”项目互联网独家运营权及贵

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贵州牌-京御圣宴系列酒一级经销商资质，以此为

切入点进入酱香型白酒领域，主要业务模式为通过第三方平台（如京东、有赞、

天猫等店铺运营）+团购分销+线下渠道等方式销售白酒。 

销售过程中，公司发现酱酒市场需求较大，优质厂家产品供不应求，为此，

公司管理层多次前往茅台镇寻求优质基酒及酒厂，拟通过建立上下游一体化经营

体系，完善上游产业链布局，加强对包括基酒原材料、生产环节、酱酒质量以及

物流配送时效的把控，在降低生产及销售成本的同时，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以

不断拓展消费市场，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 



经初步了解调研，古窖酒业具备如下优势： 

（1）古窖酒业原系国有控股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管理运作较为规范，人力、

财务、资产管理体系较为完善； 

（2）古窖酒业位于赤水河畔，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成立时间较

长、历史悠久，且经多年运营，在基酒来源及品控、酿造工艺、生产及储存环境、

品牌文化积淀等方面已形成一定优势； 

（3）古窖酒业基酒资源优质丰富，拥有近 2,000 吨 80 年代至今不同年份

53%vol 大曲酱香基酒，基酒存量真实、存储规范。 

综合上述情况，公司管理层多次前往茅台镇实地了解基酒及酒厂资源，通过

现场参观、电话、电子邮件往来、会议等形式了解包括酱香型白酒原材料、生产

环节、销售渠道等相关信息，以及相关酒厂的生产、运营、管理、财务等状况，

经多家对比、多次了解后方才确定本次收购标的，收购决策审慎合理、收购流程

规范。 

    3、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提升公司经营质量，不存在迎合热

点炒作股价的情形 

本次交易可融合古窖酒业具备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规范运营的管理体系、

优质丰富的基酒资源及精湛的酿造工艺等多项优势，以及公司资本市场的融资渠

道和完善的营销网络，提供与消费群体深度匹配的产品，有利于公司拓展和延伸

白酒上游产业，符合公司白酒产供销一体化发展战略，有利于提升公司经营质量，

并最终以业绩向市场证明本次收购不存在迎合热点炒作股价的情形。 

二、截至 2021 年一季度末，你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8.87 亿元。短期借款余

额为 3.52 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3,179.95 万元，长期借款余额为 2,900

万元。请你公司结合目前日常生产经营所必需的资金规模及投资/建设计划，说

明拟收购古窖酒业资产的资金来源安排，你公司是否具备足够支付能力，筹资

收购古窖酒业资产对你公司资金状况的影响，是否可能导致你公司出现流动性

风险，及时、充分提示风险。 

【回复】 

1、公司目前日常生产经营所必需的资金规模及投资/建设计划 

（1）公司目前日常生产经营所必需的资金规模 



                                                 

金额单位：万元 

截止时

间 
货币资金 

交易性金

融资产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营运资金 

流动

比率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资产负

债率 

2019 年

末 
48,775.23  28,200.00  159,375.00  92,011.69  67,363.31  1.73  243,925.67  98,822.38  145,103.29  40.51% 

2020 年

末 
83,455.75  13,209.80  199,268.81  97,285.57  101,983.24  2.05  281,074.18  104,117.37  176,956.81  37.04% 

2021 年

一季度

末 

88,746.46   200,826.45  91,759.00  109,067.45  2.19  289,181.63  100,847.27  188,334.36  34.87% 

平均 73,659.14  13,803.27  186,490.09  93,685.42  92,804.67  1.99  271,393.82  101,262.34  170,131.49  37.48% 

由上表数据可知，公司财务结构较为稳健，两年一期平均流动比率为 1.99，

资产流动性较强；资产负债率呈逐期下降趋势，两年一期平均资产负债率为

37.48%，资产负债率较低，公司偿债能力较强。           

公司营运资金两年一期平均余额 9.28 亿元，营运资金较为充足，按公司年

销售收入增长目标预计，公司现有营运资金规模足够满足公司的营运资金周转需

要。同时，公司为保证运营资金供给的安全稳健性，货币资金中包含部分 1-3 个

月内到期的短期银行理财产品，保持合理的货币资金量及一定的负债规模，合理

安排经营所需流动资金，保证公司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 

（2）公司目前投资/建设计划所需资金情况 

按公司目前投资建设计划，经估算，属于公司募投项目的廊坊环保包装项目

及孝感吉联环保包装项目，2021 年尚需支付厂房建设工程款、购置设备款等所

需使用募集专用资金约 0.7 亿元；除前述廊坊及孝感募投项目以外的包装、电商

等业务投资项目 2021 年尚需投入资金约 0.25 亿元。公司 2021 年的投资/建设计

划尚需资金合计约 0.95 亿元。 

2、公司拟收购古窖酒业资产的资金来源安排 

（1）公司自有资金情况 

截至 2021 年一季度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8.87 亿元，主要包括用于公司日

常经营结算资金、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短期银行大额存单等银行理财产品，其

中：使用受限的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0.52 亿元，电商业务香港公司存放在香港

的银行结算账户外币存款折算人民币为 1.01 亿元，1-3 个月内到期的短期银行理



财产品 1.4 亿元，公司自有资金较为充足。 

（2）公司近两年一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净现比情况如下： 

年度 净利润（万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万元） 
净现比 

应收账款

周转率 

存货周

转率 

2019 年  34,630.11   31,717.21  0.92 7.52 7.56 

2020 年  57,682.77   53,936.14  0.94 9.45 9.38 

2021 年一季度  9,157.29   6,357.77  0.69 2.45 2.27 

由上表可知，公司经营现金流量较为充裕，净现比较高，应收账款及存货周

转率较高，公司资金周转运行良好。  

（3）公司尚未使用的银行授信额度较为充足 

公司与厦门地区主要的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建立了长期稳定良好的合作关

系。截至目前，公司与农业银行厦门海沧支行、建设银行厦门自贸试验区分行、

工行厦门集美支行、交通银行厦门分行思北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

行、兴业银行厦门文滨支行、邮政储蓄银行翔安区开发新区支行、厦门银行莲前

支行、厦门国际银行嘉禾支行、中国光大银行厦门分行、华夏银行厦门思明支行、

上海浦发银行厦门观音山支行、中信银行集美支行、赣州银行海沧支行等银行的

授信总额度超过 10 亿元，截至目前公司尚有未使用的银行授信额度约 6.74 亿元，

公司可使用的银行授信额度较为充足。 

3、公司是否具备足够支付能力，筹资收购古窖酒业资产对公司资金状况的

影响，是否可能导致公司出现流动性风险 

如前所述，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8.87 亿元，其中包含 1-3 个月内到期的短期银

行大额存单等银行理财产品 1.4 亿元，公司应收账款和存货周转良好，年经营活

动现金流量净额占净利润的比例较高，在保证满足公司营运资金周转需要的前提

下，扣除 2021 年投资项目建设计划支出资金约 0.95 亿元后，公司可支配用于

其他项目的资金约 2.5 亿元（包括短期银行理财产品 1.4 亿元及随时可取用的银

行存款约 1.1 亿元）。同时，截至目前公司尚有未使用的银行授信额度约 6.74

亿元，公司可使用的银行授信额度较为充足，可进行进一步融资，亦可对此次收

购古窖酒业资产筹措专项并购贷款进行部分融资。 

公司可采用包括但不限于自有资金、银行融资等形式对拟收购项目提供资金

支持，资金来源安排合理可行。本次交易对价尚需经评估后再由交易双方协商确



定，根据标的公司资产规模分析，预计公司具备足够支付能力，即使部分收购资

金通过贷款筹集，亦不会对公司资产负债率及偿债能力产生显著影响，不会导致

公司出现流动性风险。 

三、你公司股票自 6 月 23 日起连续多日上涨，其中 6 月 23 日、6 月 28 日

触及涨停。 

（一）请你公司提供完整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和本次交易进程备忘录，

并自查《公告》前后相关主体是否存在接受采访、调研，泄漏内幕信息，直接

或间接交易你公司股票等情形。如是，请说明详情并核查你公司相关内控是否

有效。 

（二）请你公司说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有关内幕信息知情人未来 6 个月内是否存在减持你公司股票的计划。如是，

请说明详情并核查相关主体是否存在利用《公告》及本次交易配合减持的情形。 

【回复】 

（一）请你公司提供完整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和本次交易进程备忘录，

并自查《公告》前后相关主体是否存在接受采访、调研，泄漏内幕信息，直接

或间接交易你公司股票等情形。如是，请说明详情并核查你公司相关内控是否

有效。 

公司自筹划本次交易事项之日起，即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

管理制度》相关规定，严格限定参与筹划讨论人员范围，编制收购贵州钓台贡酒

业有限公司股权交易事项进程备忘录并要求相关人员签字，同时对本次交易涉及

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登记。 

2021 年 6 月 29 日-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就本次交易事项要求上述内幕信

息知情人进行自查，在知悉本次交易事项之日起至本次交易事项披露前后，是否

存在接受采访、调研、泄露内幕信息等，直接或间接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形。经查，

公司董事长庄浩女士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出席《每日经济新闻》主办的“锚定高

质量，优化双循环”董秘一席谈 2021 厦门研讨会，并在会后接受《每日经济新

闻》记者专访，简单阐述公司的内部治理、规范运营及业务发展等内容，相关报

道并未涉及本次交易事项内容。除此之外，其他相关主体不存在接受采访、调研

等情形。公司严格控制本次交易事项知情范围，相关主体不存在泄露内幕信息、



直接或间接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形。 

（二）请你公司说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有关内幕信息知情人未来 6 个月内是否存在减持你公司股票的计划。如是，

请说明详情并核查相关主体是否存在利用《公告》及本次交易配合减持的情形。 

截至本关注函回复日，公司未收到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有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未来 6 个月内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计

划。后续上述主体如有相关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请你公司结合现有人员结构、在白酒行业的人才储备以及古窖酒业的技

术储备、上下游渠道等情况，说明你公司跨界收购古窖酒业的可行性及未来的

整合计划，古窖酒业业务能否与你公司现有业务形成协同，你公司是否具有足

够能力经营酒业资产，能否对标的资产实现有效控制，及时、充分提示风险。 

【回复】 

（一）请你公司结合现有人员结构、在白酒行业的人才储备以及古窖酒业

的技术储备、上下游渠道等情况，说明你公司跨界收购古窖酒业的可行性及未

来的整合计划，古窖酒业业务能否与你公司现有业务形成协同。 

古窖酒业原系国有控股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管理运作较为规范，现有职工

40 余人，具有国家级品酒师、勾调师、化验师、酿酒师等资质，技术力量雄厚，

设备设施齐全，检测手段完善，已全面实现规范化制度化的管理。同时，古窖酒

业经多年运营，与原材料及基酒供应商均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但鉴于营销

渠道问题，截至目前并未开展大规模销售。 

公司自 2003 年成立至今，始终致力为客户提供良好产品和服务理念，经营

管理团队专业稳定、经营业绩稳健，拥有采购、销售、财务、运营和管理等方面

的人才储备，在组织管理、业务运营及市场开拓方面具备相应优势。本次交易完

成后，在运营管理方面，公司可沿用古窖酒业现有生产、技术、机器设备，重点

增派包括财务、销售、运营、管理方面的人才，共同完善古窖酒业的内部治理，

通过提高薪酬待遇、绩效考核、合同约束、给予更大发展空间、股权激励等各种

措施留住相应人才。 



综上所述，本次收购古窖酒业股权切实可行，交易完成后可融合公司已有销

售渠道拓展新型业务领域，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塑造公司自有品牌形象，进一

步提升公司的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规划。 

（二）你公司是否具有足够能力经营酒业资产，能否对标的资产实现有效

控制，及时、充分提示风险。 

1、如前所述，公司自 2003 年成立至今始终致力为客户提供良好产品和服务

理念，经营管理团队专业稳定、经营业绩稳健，拥有采购、销售、财务、运营和

管理等方面的人才储备，在组织管理、业务运营及市场开拓方面具备相应优势。  

交易完成后，古窖酒业纳入公司合并报表，公司将在公章、财务章、资质证照、

业务、合同审核及银行账户等方面加强管控，同时加强业务经营方向、运营管理

模式、产品及市场定位、组织架构梳理、决策机制、人才机制和企业文化建设等

方面的整合，以达到互补互融、加速市场开拓目标。 

2、本次签署的仅为意向协议，公司须在对标的公司进行尽职调查及评估之

后，与交易对方进一步确定交易价格、签署正式协议并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规定提交有权机构审批通过后方可实施，协议的签署和交易的实施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五、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除上述回复内容外，目前公司不存在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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