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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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518Z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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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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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04 月 29 日出具了容诚审字

[2022]518Z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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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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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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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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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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

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本页为古井贡酒容诚专字[2022]518Z0229 号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张莉萍（项目合伙人）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韩松亮 
 
 

 2022 年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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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初占用资金

余额

2021年度占用累计

发生金额(不含利

息)

2021年度占用资金

的利息(如有)

2021年度偿还累计

发生金额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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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非经营性占用

小计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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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初往来资金

余额

2021年度往来累计

发生金额(不含利

息)

2021年度往来资金

的利息(如有)

2021年度偿还累计

发生金额

2021年末往来资金

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

安徽古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  应收账款                        25.26                        25.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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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1.08                             - 提供餐饮及住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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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7                        91.47                             - 出租房屋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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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3                        32.73 出售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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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8                        53.38                             - 出租房屋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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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1.04 销售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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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                          0.27                             - 检测服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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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4                          0.74                             - 出售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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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3                        12.13                             - 提供餐饮及住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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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15                                          125.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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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                          0.08                             - 检测服务费用  经营性往来

安徽瑞景商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肥古井假日酒
店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0.85                          0.85                             - 销售白酒  经营性往来

安徽久安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0.09                          0.09                             - 销售小型材料  经营性往来

小计 —— —— ——                             -                      344.27                             -                      344.2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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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6.95                   9,473.79 4,500.00                                    9,720.74 非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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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36.11                   1,021.05 1,661.00                                    7,89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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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60                   1,199.83 1,147.36                                       139.07 非经营性往来

 安徽明光酒业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9,000.00 -                                            9,000.00 非经营性往来

 安徽明光酒业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  其他流动资产                      219.00 206.39                                            12.61 非经营性往来

小计 —— —— ——                 13,369.66                 20,694.67                      219.00                   7,514.75                 26,768.58 —— ——

总计 —— —— ——                 13,369.66 21,038.94                      219.00                   7,859.02                 26,768.5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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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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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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