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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迎驾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及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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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日常关联交易是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

的，对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交易定价结算办法是以市场价格为基

础，风险可控，体现了公平交易、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

益的情况，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

生不利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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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迎驾贡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22 年

4月 2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 2021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本次会议 9 名

董事参加，其中关联董事倪永培、秦海、张丹丹、杨照兵、叶玉琼回避表决，其

余 4名董事均同意该议案。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议，同意公司与各

关联方在预计额度内按照市场交易原则开展与生产经营相关的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明确同意的

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独立

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关



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22年 4月 25日召开，参加表决的 5名监

事全部同意了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监事会认可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情况，并同意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 

（二）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预计 2021

年金额 

2021年实际

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

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采购包装 

安徽霍山亚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7,730.00  8,534.38  不适用 

安徽鳌牌新材料有限公司 4,450.00  4,885.77  不适用 

安徽迎驾山泉股份有限公司 70.00  150.50  不适用 

采购材料 

安徽物宝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1,800.00  2,094.28  不适用 

安徽鳌牌新材料有限公司 51.00  62.15  不适用 

安徽大别山霍斛科技有限公司 1,655.00  1,732.39  不适用 

采购废品 

安徽鳌牌新材料有限公司 110.00  263.69  不适用 

安徽霍山亚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1.00  13.13  不适用 

安徽迎驾山泉股份有限公司 27.00  37.10  不适用 

安徽物宝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35.00  19.71  不适用 

安徽迎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47  不适用 

采购酒类 六安生态大别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5.17  不适用 

采购饮料 安徽迎驾山泉股份有限公司 595.00  392.41  不适用 

采购水电

费 

安徽迎驾山泉股份有限公司 10.00  20.58  不适用 

安徽鳌牌新材料有限公司 1.00  0.21  不适用 

接受租赁

服务 
安徽迎驾山泉股份有限公司 17.00  31.84  不适用 

接受酒店

服务 
安徽迎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70.00  175.66  不适用 

接受旅游

服务 

六安生态大别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8.00   不适用 

安徽迎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5.00  41.11  不适用 

劳务及其

他 

安徽迎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102.00  0.18  不适用 

安徽迎驾山泉股份有限公司 1.00  7.85  不适用 

安徽物宝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80.00  52.95  不适用 

安徽大别山霍斛科技有限公司 2.00  0.59  不适用 

向关联方

销售包装

材料 

安徽鳌牌新材料有限公司 20.00  39.03  不适用 

安徽霍山亚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5.00  4.92  不适用 

安徽迎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  1.31  不适用 

安徽迎驾山泉股份有限公司 1,120.00  1,006.02  不适用 

安徽迎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8.00  -0.89  不适用 

安徽大别山霍斛科技有限公司 8.00  12.82  不适用 



向关联方

销售酒类 

安徽鳌牌新材料有限公司 12.00  12.37  不适用 

安徽迎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5.00  80.16  不适用 

安徽迎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365.00  -23.78  不适用 

安徽霍山亚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7.00  7.11  不适用 

安徽物宝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9.00  10.57  不适用 

六安生态大别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3.00   不适用 

安徽迎驾山泉股份有限公司 26.00  29.08  不适用 

安徽大王通通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 
5.00  7.24  不适用 

安徽大别山霍斛科技有限公司 18.00  71.45  不适用 

霍山县迎驾春风美酒小镇有限公司 4.00  0.04  不适用 

安徽宝峰置业有限公司 0.50  0.08  不适用 

安徽迎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50  2.35  不适用 

向关联方

提供运输

服务 

安徽鳌牌新材料有限公司 67.00  110.38  不适用 

安徽霍山亚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68.00  62.82  不适用 

安徽迎驾山泉股份有限公司 744.00  774.27  不适用 

向关联方

销售燃

料、水电

费及其他 

安徽迎驾山泉股份有限公司 90.00  86.75  不适用 

安徽鳌牌新材料有限公司 78.00  67.72  不适用 

安徽物宝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560.00  155.47  不适用 

安徽迎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  4.17  不适用 

安徽霍山亚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410.00  469.06  不适用 

劳务及其

他 

安徽迎驾山泉股份有限公司 10.00  7.69  不适用 

安徽鳌牌新材料有限公司  0.37  不适用 

安徽迎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   不适用 

安徽迎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1.00  0.01  不适用 

安徽迎驾东方新新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0.06  不适用 

向关联方

租赁 
安徽迎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  9.52  不适用 

合计 / 20,650.00  21,530.30  不适用 

【注】部分关联交易金额太小，占同类业务比例过小，需保留多位小数，故在此

不予列出。 

（三）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 2022

年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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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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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包

装 

安徽霍山亚力包

装材料有限公司 
2,315.71  1.57  2,315.71  8,534.38  6.93   不适用 

安徽鳌牌新材料

有限公司 
6,410.00  4.35  1,163.20  4,885.77  3.97   不适用 

安徽迎驾山泉股

份有限公司 
300.00  0.20  39.43  150.50  0.12   不适用 

采购材

料 

安徽物宝光电材

料有限公司 
2,260.00  1.54  510.49  2,094.28  1.70   不适用 

安徽鳌牌新材料

有限公司 
80.00  0.05  2.48  62.15  0.05   不适用 

安徽大别山霍斛

科技有限公司 
510.00  0.35  11.15  1,732.39  1.41   不适用 

采购废

品 

安徽鳌牌新材料

有限公司 
310.00  0.21  67.20  263.69  0.21   不适用 

安徽霍山亚力包

装材料有限公司 
17.23  0.01  17.23  13.13  0.01   不适用 

安徽迎驾山泉股

份有限公司 
50.00  0.03  5.17  37.10  0.03   不适用 

安徽物宝光电材

料有限公司 
30.00  0.02  2.73  19.71  0.02   不适用 

安徽迎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0.47    不适用 

采购酒

类 

六安生态大别山

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5.17    不适用 

采购饮

料 

安徽迎驾山泉股

份有限公司 
230.00  0.16  37.81  392.41  0.32   不适用 

采购水

电费 

安徽迎驾山泉股

份有限公司 
1.00   0.11  20.58  0.02   不适用 

安徽鳌牌新材料

有限公司 
1.00   0.08  0.21    不适用 

接受租

赁服务 

安徽迎驾山泉股

份有限公司 
6.00   5.62  31.84  0.03   不适用 

接受酒

店服务 

安徽迎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170.00  0.12  45.72  175.66  0.14   不适用 

接受旅

游服务 

安徽迎驾国际旅

行社有限公司 
8.00  0.01   41.11  0.03   不适用 

劳务及

其他 

安徽迎驾国际旅

行社有限公司 
1.00   0.11  0.18    不适用 

安徽迎驾山泉股

份有限公司 
4.00   0.87  7.85  0.01   不适用 

安徽物宝光电材

料有限公司 
70.00  0.05  17.13  52.95  0.04   不适用 



安徽大别山霍斛

科技有限公司 
   0.59    不适用 

向关联

方销售

包装材

料 

安徽鳌牌新材料

有限公司 
30.00  0.01  5.47  39.03  0.01   不适用 

安徽霍山亚力包

装材料有限公司 
1.76   1.76  4.92    不适用 

安徽迎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1.00   0.20  1.31    不适用 

安徽物宝光电材

料有限公司 
15.00   3.85     不适用 

安徽迎驾山泉股

份有限公司 
960.00  0.17  236.56  1,006.02  0.22   不适用 

安徽迎驾国际旅

行社有限公司 
   -0.89    不适用 

安徽大别山霍斛

科技有限公司 
1.00   0.04  12.82    不适用 

向关联

方销售

酒类 

安徽鳌牌新材料

有限公司 
12.00    12.37    不适用 

安徽迎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70.00  0.01  23.12  80.16  0.02   不适用 

安徽迎驾国际旅

行社有限公司 
25.00   13.05  -23.78  -0.01   不适用 

安徽霍山亚力包

装材料有限公司 
4.91   4.91  7.11    不适用 

安徽物宝光电材

料有限公司 
10.00    10.57    不适用 

安徽迎驾山泉股

份有限公司 
30.00   1.76  29.08  0.01   不适用 

安徽大王通通文

化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 

8.00    7.24    不适用 

安徽大别山霍斛

科技有限公司 
300.00  0.05  36.58  71.45  0.02   不适用 

霍山县迎驾春风

美酒小镇有限公

司 

   0.04    不适用 

六安迎驾春风研

学营地管理有限

公司 

6.00   4.10     不适用 

安徽宝峰置业有

限公司 
5.00   3.51  0.08    不适用 

安徽迎驾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3.00    2.35    不适用 



向关联

方提供

运输服

务 

安徽鳌牌新材料

有限公司 
108.81  0.02  38.79  110.38  0.02   不适用 

安徽霍山亚力包

装材料有限公司 
13.18   13.18  62.82  0.01   不适用 

安徽迎驾山泉股

份有限公司 
800.00  0.15  175.79  774.27  0.17   不适用 

安徽物宝光电材

料有限公司 
15.00   3.53     不适用 

向关联

方销售

燃料、

水电费

及其他 

安徽迎驾山泉股

份有限公司 
129.00  0.02  34.14  86.75  0.02   不适用 

安徽鳌牌新材料

有限公司 
80.00  0.01  20.77  67.72  0.01   不适用 

安徽物宝光电材

料有限公司 
   155.47  0.03  不适用 

安徽迎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4.00   0.62  4.17    不适用 

安徽霍山亚力包

装材料有限公司 
120.88  0.02  120.88  469.06  0.10   不适用 

劳务及

其他 

安徽迎驾山泉股

份有限公司 
   7.69    不适用 

安徽鳌牌新材料

有限公司 
   0.37    不适用 

安徽迎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3.00   2.68     不适用 

安徽迎驾国际旅

行社有限公司 
   0.01    不适用 

安徽迎驾东方新

新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0.06    不适用 

向关联

方租赁 

安徽迎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9.52    9.52    不适用 

合计 / 15,540.00  / 4,987.53  21,530.30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安徽霍山亚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丁保忠，注册资本：

4000万元人民币，住所：安徽省霍山县衡山镇衡山工业园，经营范围：塑料薄

膜、泡沫塑料及其他塑料制品、包装胶带、无纺布（袋）研发、生产、销售，

塑料原料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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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安徽迎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该公司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注：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亚力包装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以现金收购安徽迎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持安

徽霍山亚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72%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成为亚力包装

控股股东，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载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收购亚力包装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9）。 

2、安徽鳌牌新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丁保忠，注册资本：6000万元

人民币，住所：安徽省六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清风路 73号，经营范围：一般项目：

金属结构制造；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制造；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有色

金属压延加工；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五金产品研发；五金产

品制造；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塑胶表面处理；电镀加工；模具制造；模

具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非居住房

地产租赁（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该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安徽迎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3、安徽物宝光电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丁保忠，注册资本：18,000

万元，住所：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经济开发区，经营范围：平板玻璃、技术玻璃、

光学玻璃等研发、生产、销售；触摸屏及其衍生品、光电子器件、新型显示器件

等其他电子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水性涂料、水性胶水、水性油墨等材料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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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安徽迎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4、安徽迎驾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原大别山野岭饮料股份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倪永培，注册资本：45,000万元，住所：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衡山镇迎

宾大道西迎驾产业园，经营范围：碳酸饮料、瓶（罐）装饮用水、果菜汁及果菜

汁及果菜汁饮料、含乳饮料和植物蛋白饮料、固体饮料、茶饮料及其他饮料制造

与销售；蔬菜、水果和坚果及其他农副款物产品加工与销售；塑料包装箱及容器

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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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安徽迎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该公司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5、安徽迎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倪永培，注册资本：24,356.1996

万元，住所：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佛子岭镇，经营范围：对各类行业进行投资及

其他资本市场服务；房屋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业务；住宿和

餐饮业；洗浴服务；保健服务；歌舞厅娱乐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仅限分支机

构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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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迎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 

6、安徽大王通通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程培华，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住所：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衡山镇迎驾厂社区，经营范围：旅行社

及相关服务；研学旅游、通航服务；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文化旅游体育项目的

筹划、投资、建设和运营及信息咨询；股权投资、管理；旅游景区、主题公园、

休闲娱乐、酒店设施、城市文化综合体的建设和运营管理；影视传媒策划、投资、

宣传和服务；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组织策划；会展服务；文化旅游商品的研发、

销售；文化旅游康养地产项目的投资、开发和销售；以下经营范围仅限分公司经

营：住宿服务，餐饮服务，洗浴服务，保健服务，歌舞厅娱乐服务，百货、点心、

蛋糕、烟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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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安徽迎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7、安徽迎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唐久炉，注册资本：1000

万元，住所：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中市街道解放中路 288号(商之都北侧)，经营

范围：入境旅游业务；国内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在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

研学旅行；旅游信息咨询；票务事务代理；会展服务；迎驾酒销售；旅游招徕与

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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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公司系安徽大王通通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8、六安生态大别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程培华，注册资本：

200万元，住所：六安市霍山县佛子岭镇迎驾酒文化博物馆二楼，经营范围：大

别山生态文化传播，大别山红色文化传播与红色教育培训，研学旅游服务，团队



拓展训练，体育赛事策划、组织，会议服务、展览展示服务、商务咨询服务，票

务、车辆咨询及代订服务，广告设计、制作与策划，工艺礼品、土特产、办公用

品、文化用品及迎驾酒销售，境内旅游服务、旅游资源开发、经营与管理，景区

游览服务及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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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公司系安徽迎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9、安徽大别山霍斛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倪永培，注册资本：15,000

万元，住所：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衡山镇野岭产业园，经营范围：霍山石斛、药

食两用植物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与产业化应用开发；石斛、药食两用植物种植、加

工、销售；初级食用农副产品的种植、加工、销售；茶叶的收购和销售；预包装

食品及保健品的生产、销售；天然植物提取物、化妆品的生产、销售；日用百货

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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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安徽迎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10、安徽迎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倪永培，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住所：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 2800号创新产业园二期 E1栋基金大厦 502、

505，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及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行业信息咨询

服务；融资咨询服务；创业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

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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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安徽迎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11、安徽宝峰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程培华，注册资本：6,000万元，

住所：霍山经济开发区与儿街路北侧，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销售；物业管理；

房屋租赁；建筑工程设备租赁。 

该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安徽迎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12、霍山县迎驾春风美酒小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倪永培，注册资本：

4,800万元，住所：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衡山镇迎驾厂社区，经营范围：特色小



镇开发、建设与运营；房地产开发与销售；城乡基础设施施工；土地整理；园林

绿化工程施工；房屋建筑工程；房地产租赁及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旅游项目开

发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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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安徽迎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13、六安迎驾春风研学营地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唐久炉，注册资本：

5,000万元，住所：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衡山镇迎驾厂社区，经营范围：研学旅

行服务及管理；研学旅行品牌及标准化输出；教育咨询服务；研学旅行线路开发；

研学旅行教育基（营）地投资、建设及运营维护管理；专题教育亲子游，夏、冬

令营，户外拓展训练活动的组织与策划；爱国主义教育服务；课程产品、文化产

品、旅游商品、教育软件、器材、装备的开发和销售；酒店运营管理；住宿、餐

饮、会议接待及展览展示服务；房屋租赁；园艺作物及果蔬等农作物种植、销售；

日用百货、土特产、预包装食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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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公司系安徽大王通通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14、安徽迎驾东方新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彭泽彪，注册资本：

5,000万元，住所：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衡山镇迎驾大道西段迎驾曲酒公司以北，

经营范围：生物技术及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利用白酒糟生产、销售单一饲

料；利用微生物发酵技术处理其他工业废料；固体生物发酵技术研发及生产酵母

培养物所需设备、器材、原料进口；酵母培养物出口；酒糟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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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公司系关联自然人叶玉琼先生担任董事的企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开展的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未发生违约情形。上述关

联方资信情况良好，其财务和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三、日常关联交易定价策略和定价依据  

根据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签署的关联交易协议，各方应以自愿、平等、互惠

互利等公允的原则进行，该等关联交易事项对本公司生产经营并未构成不利影响。



本公司保留向其他第三方选择的权利，以确保关联方以正常的价格向本公司提供

产品和服务。公司与各关联方相互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定价原则为：成本加成或参

照当地可比市场价，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按市场定价原则向关联方购买材料，属于正常和必要的交易行为，进

行此类关联交易，能够节约和降低采购费用，有利于保证本公司开展正常的生产

经营活动；按照市场公允价格向关联方提供劳务或接受关联方劳务，不会损害公

司及股东的利益。  

上述关联交易是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的，对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各项交易定价结算办法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交易的风险可控，体现了公平交易、

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相对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各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

方面独立，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

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安徽迎驾贡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26 日 

 

 

 报备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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