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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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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21年4�

月2日以微信形式发出，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于 2021年4月 7日上午 8时30分在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实到监事 3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焦复润先生主

持。

会议内容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原控股股东以物抵债解决违规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编号为2021-025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编号为2021-026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特此公告。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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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归还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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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临

时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8,5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截至2021年4月7日，公司已将该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 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

人。

特此公告。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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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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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于2021年4月7

日上午9时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21年4月2日

以微信的形式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会议由董事总经理孙砚田先生主持，公司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原控股股东以物抵债解决违规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编号为2021-025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编号为2021-026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部分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提

议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威龙葡萄酒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编号：2021-027）。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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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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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1年4月23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1年4月23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山东省龙口市威龙大道南首路西公司三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1年4月23日

至2021年4月2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

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

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原控股股东以物抵债解决违规担保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21年4月8日刊登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王珍海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

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

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

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

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

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

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

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779 ST威龙 2021/4/16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代理人

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由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加盖公司公章的营

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二）登记时间和地点

1、时间：2021年4月22日，上午9:30-11:30，下午13:30-15:30

2、地点：公司证券部

六、其他事项

（一）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食宿、交通费自理

（二）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玉磊

电话：0535-8955876

传真：0535-8955876

地址：山东省龙口市威龙大道南首路西

特此公告。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8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1年4月23日召开的贵公司2021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原控股股东以物抵债解决违规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

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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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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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8,500万元， 使用

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16年4月13日，中国证监会出具证监许可[2016]815号《关于核准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公开发行不超过5,020万股新股。 公司于2016年5月16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股票5,020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4.61元，募集资金总额为23,

142.2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9,282.20万元。 2016年5月10日，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就上述募集资金出具了中喜验字【2016】第0198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公司

已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对该募集资金实行专户管理。

2020年4月8日，公司2020年4月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不超过

人民币8,5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使用该募集资金之日起不

超过12个月。

公司于2021年4月7日已将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

（1）1.8万亩有机酿酒葡萄种植项目

（2）偿还银行贷款项目

（3）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4）4万吨有机葡萄酒生产项目

2017年1月1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终止实施部分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决定终止实施部分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4�万吨有机葡萄酒生产项目” 和“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 内容详见公告（编号为：2017-006），

偿还银行贷款项目已实施完毕。 2017年12月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

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决定将“1.8万亩有机

酿酒葡萄种植项目” 变更为“澳大利亚1万亩有机酿酒葡萄种植项目” 。

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存储余额 存储方式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龙口支行 14630078801500000484 240.57 活期

华夏银行烟台龙口支行 12653000000445982 6,725,594.63 活期

Rabo�bank�Australia�Limited 1829119-80 90,814.63 活期

合计 6,816,649.83

注1：募集资金余额中包括Rabo� bank� Australia� Limited存款余额为18,167.65澳元，折合人民币

90,814.63元。

2： 募集资金余额中包括华夏银行烟台龙口支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利息收入大于手续费支出

后的差额344,674.53元； 浦发银行烟台龙口支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利息收入240.57元；Rabo� bank�

Australia� Limited利息收入大于手续费支出后的差额167.60澳元，折合人民币837.78元。

3：募集资金余额包括2020年4月暂时补充流动资金8,500.00万元；

4：募集资金余额包括离岸账户产生的汇兑损失为603.00元。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基于现有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状况，为充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计划，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8,500万元

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到期将按时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如果在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有资金

需求，可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本次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不得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

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本次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管要

求。

依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以及第五届

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符合监管要

求。

五、专项意见说明

1、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也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该项措施能够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公司相关决策

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及公司《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等相关规定。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监事会意见

公司结合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和资

金需求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

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就该事项相关决策程序规范、合法、有效，不存在违

法、违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8,5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监事会将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持续的

监督，保证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3、保荐机构意见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经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以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均发表了明确的

同意意见；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会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本次补充流动

资金的期限不超过12个月。 综上，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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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原控股股东通过以物抵债方式

解决违规担保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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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简要内容：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原控股股东

王珍海先生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并任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期间，公司存在未经董事会或

股东大会同意为龙口市兴龙葡萄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兴龙合作社” ）、山东龙口酿酒有限公

司、龙口市东益酒类销售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以下统称“违规担保” ），上述违规担保涉及

借款本金金额合计25,068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根据生效判决应当对部分违规担保事

项（涉及借款本金21,678万元）承担20%或30%的补充赔偿责任，合计承担5,383万元（含利息、罚

息、 诉讼费）。 （具体诉讼事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编号为2020-082号、

2020-083号、2021-022号公告）；部分违规担保尚未进入诉讼程序，该部分违规担保将全额计提损

失，合计3,390万元。为避免公司因上述违规担保事项遭受损失，2021年4月7日，公司与王珍海先生、

兴龙合作社签署了《以物抵债三方协议》，兴龙葡萄合作社自愿以其持有的3,195.05亩葡萄园（评

估值8,775万元）通过“以物抵债” 方式代王珍海先生向公司偿还公司因上述违规担保应承担或可

能承担的损失，经初步测算，抵偿金额为人民币8,773万元，完全能够抵偿上市公司因违规担保所

受的损失。

●过去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的累

计次数及其金额：租赁费110万元。

●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交割时间：公司已于2021年4月6日承租葡萄园对应的土地，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议案

之日即完成产权交割。

该协议一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不可撤销。 山东龙口酿酒有限公司、龙口市兴龙葡

萄专业合作社、龙口市东益酒类销售有限公司承诺并保证：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上述赔

偿金额外，不再承担其他赔偿责任。兴龙合作社保证并承诺：若非因上市公司原因造成上述葡萄园

无法交割至上市公司名下，由合作社承担无法交割的损失和后果。

●交易风险：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能否通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存

在不确定性，本次交易能否最终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一、本次关联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公司原控股股东王珍海先生作为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并任董事长、 法定代表人期间，

2018年11月30日至2019年6月24日公司存在未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同意为兴龙合作社、 山东龙口

酿酒有限公司、龙口市东益酒类销售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以下统称“违规担保” ），上述违

规担保涉及借款本金金额合计25,068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根据生效判决应当对部分

违规担保事项（涉及借款本金21,678万元） 承担20%或30%的补充赔偿责任， 合计承担5,383万元

（含利息、 罚息、 诉讼费）。 （具体诉讼事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编号为

2020-082号、2020-083号、2021-022号公告）；部分违规担保尚未进入诉讼程序，该部分违规担保

将全额计提损失，合计承担合计3,390万元。

为避免公司因上述违规担保事项遭受损失， 同时因王珍海个人为兴龙合作社提供了担保责

任，兴龙合作社自愿代替王珍海赔偿对上市公司造成的损失（兴龙合作社内部已于2021年3月18日

召开了成员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参加会议，参会成员一致同意同上市公司、王珍海签订《以物

抵债三方协议》）。 2021年4月7日，公司与王珍海先生、兴龙合作社签署了《以物抵债三方协议》，

兴龙合作社自愿以其持有的3,195.05亩葡萄园（评估值8,775万元）通过“以物抵债” 方式代王珍海

先生向公司偿还公司因上述违规担保应承担或可能承担的损失，经初步测算，抵偿金额为人民币

8,773万元。 公司、王珍海、兴龙合作社除了签署《以物抵债三方协议》外，该协议一经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不可撤销。山东龙口酿酒有限公司、龙口市兴龙葡萄专业合作社、龙口市东益酒

类销售有限公司承诺并保证：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上述赔偿金额外，不再承担其他赔偿

责任。兴龙合作社保证并承诺：若非因上市公司原因造成上述葡萄园无法交割至上市公司名下，由

合作社承担无法交割的损失和后果。

（二）王珍海先生系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本次交易

金额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

（三）兴龙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王松同时在山东威龙集团公司担任董事，山东威龙集团公司

为王珍海亲属控制的公司，是上市公司的关联方。因此兴龙合作社也认定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月内上市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

别相关的关联交易已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王珍海先生自公司2007年12月17日设立起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于2020年6

月24日卸任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职务，2020年12月9日王珍海先生持有的40.8%的股份被司法拍

卖，至今仍持有公司6.47%的股份，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系公司的关联自然人。本次与王珍海

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兴龙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王松于2020年6月17日在山东威龙集团公司担任董事， 山东威龙集

团公司为王珍海亲属控制的公司，是上市公司的关联方。 因此兴龙合作社也认定为上市公司的关

联方。 本次与兴龙合作社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王珍海，男，中国国籍，自公司2007年12月17日设立起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长，于2020年6月24日卸任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职务。 目前持有公司股份21,542,414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6.47%，系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股东。 王珍海先生控制或与其有关联的企业如下表：

企业名称 与王珍海的关系 主营业务

甘肃腾格里生态有机果园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珍海投资的公

司

水果、蔬菜的种植、销售；有机肥的生产、销

售。

龙口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珍海亲属控制

的公司

企业自有资金投资、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

询、企业形象设计。

山东威龙集团公司 龙口创投持股100%的公司

销售发酵粉、酵母粉、饲料；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山东龙口酿酒有限公司 山东威龙集团公司持股100%的公司

白酒（浓香型白酒、液态法白酒）生产、销

售。。

龙口市东益酒类销售有限公司 山东龙口酿酒有限公司持股100%的公司 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

龙口市幸福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龙口酿酒有限公司持股100%的公司 物业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凭资质经营）。

龙口市威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山东龙口酿酒有限公司持股100%的公司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 。

龙口市幸福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龙口酿酒有限公司持股100%的公司 餐饮管理，会议服务，住宿服务，餐饮服务。

王珍海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期间未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擅自以公司

名义对外担保，担保金额涉及本金25,068万元。

2、龙口市兴龙葡萄专业合作社（组织性质：非集体组织），类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定

代表人：王松，经营范围：种植、组织、收购、销售成员所生产的葡萄；灌溉用水及工程管理。 成员出

资总额：陆百万元整，成立日期：2008年01月08日，住所：龙口市石良镇王屋水库管理局院内。

兴龙合作社基地处于王屋库区，这里昼夜温差大自然条件优良，适合发展葡萄经济作物。经过

连续几年的建设，对基地内的山水林田路进行了全面的开发与综合治理，系山东省最大的滴灌节

水高效示范基地。 近年来但由于自身管理混乱，没有形成系统化统一的管理，管理成本、费用居高

不下，造成合作社经营困难。

3、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龙口市海源经贸有限公司自2017年1月1

日起至2022年6月30日租赁兴龙合作社的酒堡用于瓶储及橡木桶葡萄酒产品的储藏等，租赁费110

万元。

4、兴龙合作社2019年末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356,286,581.58元、净资产：1,551,615.89元、营业

收入：31,870,058.20元，净利润：-3,876,974.75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本次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1）生产性生物资产

评估范围内的生产性生物资产主要为种植的葡萄树，共计3,195.05亩，分别位于烟台龙口石山

赵家、大吕家、小吕家、鲁家沟、集前赵家、集前刘家、王家沟等，龙口市兴龙葡萄专业合作社分别与

当地村委或村民签订了土地租赁协议，租赁上述土地种植葡萄树，种植的葡萄品种为克瑞森及午

夜美人，主要于2008年10月份至2009年4月份期间进行栽种，截至评估基准日树龄约12年，目前处

于盛果期，葡萄树均按照鲜食葡萄种植技术规程进行种植，种植密度为77颗/亩。 资产的具体情况

如下：

序号 种类 群别 种植地点 种植面积（亩） 种植标准

计量单

位

数量 种植日期

1 葡萄树

克瑞森/午夜美

人

石山赵家村 596.58 77颗/亩 颗 45,931.00

2008/10-2009

/4

2 葡萄树

克瑞森/午夜美

人

大吕家 873.79 77颗/亩 颗 67,282.00

2008/10-2009

/4

3 葡萄树

克瑞森/午夜美

人

小吕家 294.72 77颗/亩 颗 22,694.00

2008/10-2009

/4

4 葡萄树

克瑞森/午夜美

人

鲁家沟 705.00 77颗/亩 颗 54,285.00

2008/10-2009

/4

5 葡萄树

克瑞森/午夜美

人

山西头 147.01 77颗/亩 颗 11,320.00

2008/10-2009

/4

6 葡萄树

克瑞森/午夜美

人

集前赵家 87.83 77颗/亩 颗 6,763.00

2008/10-2009

/4

7 葡萄树

克瑞森/午夜美

人

集前刘家 61.54 77颗/亩 颗 4,739.00

2008/10-2009

/4

8 葡萄树

克瑞森/午夜美

人

东营曹家 408.88 77颗/亩 颗 31,484.00

2008/10-2009

/4

9 葡萄树

克瑞森/午夜美

人

王家沟 16.50 77颗/亩 颗 1,271.00

2008/10-2009

/4

10 葡萄树

克瑞森/午夜美

人

后曲家 3.20 77颗/亩 颗 246.00

2008/10-2009

/4

合计 葡萄树

克瑞森/午夜美

人

3,195.05 246,015.00

对于上述葡萄树截至评估基准日，龙口市兴龙葡萄专业合作社已出具说明书，承诺其取得合

法并拥有全部权益，不存在争议或纠纷。

（2）固定资产

评估范围内的固定资产主要为葡萄树种植园作业、灌溉及养护等所必需的建筑物、构筑物及

附属设施等，资产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结构

建成

年月

长度

(m)

宽度

(m)

高度

(m)

面积体积m2或m3

1 一区配电室 砖混 2009/2/1 6.6 4 5.45 26.4m2

2 一区蓄水池 硂 2009/2/1 10 10 3.3 330m3

3 一区过滤器房 砖混 2009/2/1 12.28 3.98 4 48.87m2

4 二区配电室 砖混 2009/2/1 6.6 4 5.45 26.4m2

5 二区蓄水池 硂 2009/2/1 12 12 3.3 475.2m3

6 二区过滤器房 砖混 2009/2/1 12.28 3.98 4 48.87m2

7 三区配电室 砖混 2009/2/1 6.6 4 5.45 26.4m2

8 三区蓄水池 硂 2009/2/1 15 15 3.3 742.5m3

9 三区过滤器房 砖混 2009/2/1 12.28 3.98 4 48.87m2

10 药池（17个） 钢混 2009/2/1 3.8 3.05 2.6

11 进地涵（20个） 硂 2009/2/1 3.6 1.4 1

12 阀门井（20个） 砖混 2009/2/1 1.04 1.04 1

13 离岸装置（3个） 钢混 2009/2/1 6.3 5 2.3

14 看护房（2个） 保温板 2012/11/1 2.4 2.4 3.8

上述固定资产系产权持有人在租赁土地上建设的生产经营用建筑物、 构筑物及附属设施等，

无法办理产权证，截至评估基准日龙口市兴龙葡萄专业合作社已出具说明书，承诺对其拥有全部

权益，不存在争议或纠纷。

上述经坤信国际资产评估（山东）集团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报告号：坤信评报字

（2021）第007号），标的资产的评估值为8,775万元人民币。

2、权属情况说明：交易标的葡萄园为生物性资产，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保证并承诺：截至各方

签署《以物抵债三方协议》之日，标的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

况，未涉及诉讼、仲裁且未被查封、冻结。 标的资产交付上市公司并协助上市公司完成相关交接手

续之日前，标的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未涉及诉讼、仲裁且

未被查封、冻结。

3、标的资产运营情况

兴龙合作社于2008年开始投资建设，至今已有13年，大多为10-12年的树龄葡萄，为盛果期。

4、原土地使用权人与兴龙合作社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租赁合同书》约定的租赁期限

至2030年12月31日止，价格按照每年每亩/400元或380元的租赁费标准承租。 2021年4月5日，公司

与标的资产对应的土地使用权人重新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租赁合同书》，公司按照每年

每亩/400元或380元的租赁费标准租赁土地使用权人土地，租赁年限暂定为10年，自2021年1月1日

起至2030年12月31日止。 本合同一经生效，则土地使用权人与前承租人签订的租赁合同终止。 本

合同租赁期限届满后，在同等条件下，公司享有优先受让权，并应当重新签订租赁合同。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坤信国际资产评估（山东）集团有限公司坚持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采用收益法，按照必

要的评估程序，对龙口市兴龙葡萄专业合作社对上市公司进行以资抵债涉及的生产性生物资产及

固定资产在2021年02月28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资产评估的基本方法包括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 执行单项资产或资产组合评估业务，应

当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情况，分析市场法、收益法、成本法三种基本方

法的适用性，恰当选择一种或多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

评估方法的定义及其应用前提条件：

1、市场法

（1）定义

市场法也称比较法、市场比较法，是指通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参照物进行比较，以可比参照物

的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的总称。

（2）市场法应用的前提条件

①评估对象的可比参照物具有公开的市场，以及活跃的交易；

②有关交易的必要信息可以获得。

2、收益法

（1）定义

收益法是指通过将评估对象的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来确定其价值的各种评估方法的总

称。

（2）收益法应用的前提条件

①评估对象的未来收益可以合理预期并用货币计量；

②预期收益所对应的风险能够度量；

③收益期限能够确定或者合理预期。

3、成本法

（1）定义

成本法是指按照重建或者重置被评估对象的思路，将重建或者重置成本作为确定评估对象价

值的基础，扣除相关贬值，以此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的总称。

（2）成本法应用的前提条件

①评估对象能正常使用或者在用；

②评估对象能够通过重置途径获得；

③评估对象的重置成本以及相关贬值能够合理估算。

评估方法的选取

选择评估方法所考虑的因素包括：（1）评估目的和价值类型；（2）评估对象；（3）评估方法的

适用条件；（4）评估方法应用所依据数据的质量和数量；（5）影响评估方法选择的其他因素。

A生产性生物资产

评估专业人员经对本项目的上述因素进行分析，对生产性生物资产确定选用收益法。 适用性

分析具体如下：

（1）市场法。 我国《森林法》把森林分为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和特种用途林，其中

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属于公益性生物资产，产权属于国家，基于其防护功能和公益性功能，基本不

存在市场交易行为。 薪炭林主要解决山区和林区能源问题，基本上不存在活跃的交易市场。 用材

林林木资产市场交易主要发生在采伐期间或成熟后，不过交易市场最活跃的还是砍伐后的木材市

场。 经济林的活跃市场发展相对滞后，人们需要的仅仅是经济林的产品，并非经济林木本身，所以

在市场上活跃交易的是经济林产出的产品。 再加上经济林依附于土地，不能发生位移，更限制了

其交易。 所以理论上，经济林不存在公开的交易市场。 现实中偶尔也有经济林交易的行为，但是

很少，不具有普遍性。

（2）成本法。 自行营造的林木类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成本，包括达到预定生产经营目的前发生

的造林费、抚育费、营林设施费、良种试验费、调查设计费和应分摊的间接费用等必要支出；生物资

产的有形损耗主要是预计的经济林老化等；生物资产的无形损耗，主要是预计因新品种的出现而

使现有的生产性生物资产的产出能力和产出产品的质量等方面相对下降、市场需求的变化使生产

性生物资产产出的产品相对过时等。 成本途径的评估方法较之其他方法，相对误差要大，主要是

因为生物资产的成本因素太多，甚至有些影响成本的因素是无法量化的，应分摊的间接费用有时

是无法精确计算的，尤其是有形损耗和无形损耗的估算难以计量，因此成本法在评估生产性生物

资产时，很多情况下是不适用的。 鉴于产权持有人财务核算、内部控制并不是很完善，无法保证历

史成本的准确性、完整性及分摊的合理性等，相关的数据及资料无法充分获取，因此本次评估无法

采用成本法。

（3）收益法。 经济林按其生长发育规律及是否产生收益大致上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未结果阶

段，主要指经济林的产前期，这一阶段属于经济林的幼龄阶段，林木的生长以营养生长为主，这一

阶段只有成本投入即是投资投工最多的时期，一般不产出产品，没有经济收入，使用价值较低；二

是结果阶段，主要指经济林的初产期、盛产期和衰产期。 在林产品单位价格一定的情况下，价值的

变动主要受产量的影响，只要准确预测经济林产品的产量，即可计算价值。 此阶段经济林资产的

价值远远大于未结果阶段，而且经济林资产在其寿命内能够多次产出林产品，具有连续获利能力。

综上，可以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收益法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P：评估价值；

Ri：第i年的预期现金流量；

r：折现率；

n：预测收益期限

其中， Ri=第i年的预期净收益-资本性支出-营运资金变动额

B固定资产

评估范围内的固定资产主要为葡萄树种植园作业、灌溉及养护等所必需的建筑物、构筑物及

附属设施等，鉴于固定资产与葡萄树共同作用于未来收益，因此通过未来收益途径得到的评估价

值中既包含葡萄树的价值也包含固定资产的价值，为避免重复计价，不再对固定资产单独评估。

（三）计算过程

1、预期收益年限的确定

根据评估人员现场勘察及了解，本次评估范围内的葡萄树为龙口市兴龙葡萄专业合作社于

2008年10月至2009年4月期间种植，截至评估基准日树龄约12年，评估人员通过查阅《资产评估常

用数据与参数手册》，查阅林业果业部门公布的相关信息，搜集查询葡萄树相关资料：葡萄树一般

栽植后2-3年就开始结果，盛果期在正常管理条件下可维持20-30年，本次评估盛果期按平均25年

确定。 经评估人员现场勘察及了解，葡萄树到衰果期每年的产量会大幅减少，且产出的果实品质

也残次不齐，因此预测其收益时，每年的产量会有较大波动无法进行合理估计，价格受品质的影响

不稳定性也较大，另外对应的风险也与盛果期不同，因此在评估基准日时点无法去合理估计与量

化衰老期阶段的收益与风险。 鉴于衰果期果树能带来的收益并不是很大，果树的价值主要是体现

在盛果期每年所能带来的收益上。 因此经综合分析后，本次评估按照剩余的盛果期年限确定为预

期收益年限，即自2021年3月至2033年。

2、预期收益额的确定

（1）预期收益的计算

根据评估人员的现场了解及市场调研，汇总整理本次评估涉及的葡萄树的相关信息具体如

下：

评估范围内的葡萄树主要种植的葡萄品种为克瑞森及午夜美人。 其中，克瑞森：克瑞森无核

红提，原名Crmson� Seedldss，别名绯红无核、淑女红。 欧亚种，原产美国，主要特性为嫩梢绿色，带

红晕，有光泽，幼叶红色，叶缘绿色，无绒毛，成叶中等大，深五裂，锯齿种锐，叶梗长，叶柄闭合圆形

或椭圆形，果穗大，平均500g,，最大1500g，果粒均5-6� g，以激素膨大处理梨均7-8g，果皮亮红色，露

地栽培，自然条件下生产（不套袋），延期1-2个月采收，果皮红黑色。 果肉浅黄色，半透明肉质，较

硬。 可溶性固形物19%，延长至10月下旬采收可达21%，含酸0.6%，糖酸比〉20：1，口感清香甘甜，品

质极佳。 产量表现主要为早结、丰产，第2年试花结果，第3年进入盛果期，亩产3000～4000公斤。

午夜美人：自然无核，果粒大，极早熟，极丰产，品质优，种植不用赤霉酸处理，种植比较简单，该品

种是目前世界上不用激素处理成熟最早的天然无核葡萄，是生产葡萄品种的选择。 华北地区5月

开花，7月中旬成熟，比夏黑早熟10-15天 属于极早熟品种。 果穗圆锥型，平均穗重800克左右，松

紧适度，果粒椭圆形，平均粒重8-10克，完全成熟时果实是蓝黑色，果粉多，含糖20以上。 果肉硬

脆，耐运耐储，可冷藏保鲜一个月以上。 花芽分化较好，结果系数高，适用任何架式，长、中、短梢修

剪均可；该品种特别丰产，亩产可达4000公斤。

评估人员根据企业提供的数据及资料，统计了2018年、2019年的销量情况，经向产权持有人了

解，2020年由于受到疫情影响未对葡萄树进行维护管理，因此无法提供相关的经营数据，另外通常

情况下盛果期葡萄树继续投入维护管理当年即可产出进行销售，因此2020年并不会对后续年度造

成较大影响。 2018、2019年同样处于盛果期，在现有管理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基本可保持稳定。 相

关数据具体如下：

序号 品种 规格

2018年产/销量 2019年产/销量

箱 公斤 箱 公斤

1 克瑞森 5KG白塑料筐（长） 342,240.00 1,711,200.00 342,240.00 1,711,200.00

2 克瑞森 8KG黑塑料筐 165,400.00 1,323,200.00 129,750.00 1,038,000.00

3 克瑞森 5KG白塑料筐（方） 119,800.00 599,000.00

4 克瑞森 6KG白塑料筐 86,930.00 521,580.00 295,200.00 1,771,200.00

5 克瑞森 4.5KG新版纸箱 15,910.00 71,595.00 6,250.00 28,125.00

6 克瑞森 6.5KG黑塑料筐 45,690.00 296,985.00 13,500.00 87,750.00

7 克瑞森 4.5KG绿色纸箱 1,460.00 6,570.00

8 小计 777,430.00 4,530,130.00 786,940.00 4,636,275.00

亩产值 2300亩 1,969.62 2,015.77

1 午夜美人 3KG白泡沫箱 97,830.00 293,490.00 108,837.00 326,511.00

2 午夜美人 6.5KG黑塑料筐 152,540.00 991,510.00 198,333.00 1,289,164.50

3 午夜美人 4KG白塑料筐 123,683.00 494,732.00 42,915.00 171,660.00

4 午夜美人 4.5KG绿色纸箱 3,113.00 14,008.50

5 小计 377,166.00 1,793,740.50 350,085.00 1,787,335.50

亩产值 895亩 2,004.18 1,997.02

评估人员通过向生产管理人员全面了解果树生长状况、养护状况，并综合考虑历史年度的产

量、销量情况，认为按照目前的生产管理水平，葡萄园的亩产尚达不到3000-4000公斤，本次评估按

照统计的历史年度的平均亩产水平2000公斤为基础考虑未来年度小幅增长后进行预测。

对于销售价格，评估人员查阅了历史年度相关的销售合同，并进行了市场询价，克瑞森及午夜

美人两个品种的价格相差不大，结合本次评估目的及评估 对象的性质，以10元/公斤稳定预测。

综上，每年预期收益的计算按照每年销售量乘以销售单价确定。 具体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年度 2021年3-12月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2033每年

预计销售量（万KG) 652.49 662.78 673.24 683.86 694.64

销售单价(元/KG）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预计收益 6,524.92 6,627.83 6,732.37 6,838.55 6,946.41

（2）预期相关成本费用的计算

评估人员通过综合分析后识别与葡萄树实现预期收益相关的主要成本费用，主要包括管护成

本、土地租赁费用、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相关税金等，参照历史年度发生水平及目前的实际情况对

各项成本费用进行预测。 预测情况主要如下：

①管护成本，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葡萄园日常扒堆、紧铁丝、刷水池、上架、定苗、打药、喂肥、

采摘、套袋、剪条、埋土等工作而支付给雇佣人员的人工费；另一部分主要是日常养护所需化肥、农

药、葡萄袋等物资成本。 历史年度人工费的支付水平及物资的消耗水平与当年的收入存在一定的

线性关系，本次预测参照历史年度水平稳定预测。

②土地租赁费，本次评估的葡萄园占地共计3,195.05亩，分别位于烟台龙口石山赵家、大吕家、

小吕家、鲁家沟、集前赵家、集前刘家、王家沟等，龙口市兴龙葡萄专业合作社分别与当地村委或村

民签订了土地租赁协议，租赁期至2030年，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地点 面积（亩） 土地款 老人津贴 合作医疗 合计

1 石山赵家村 596.58 226,700.40 73,800.00 13,980.00 315,076.98

2 大吕家 873.79 332,040.20 73,800.00 15,150.00 421,863.99

3 小吕家 294.72 109,033.82 25,200.00 5,850.00 140,378.54

4 鲁家沟 705.00 267,900.00 98,100.00 15,750.00 382,455.00

5 山西头 147.01 58,804.00 58,951.01

6 集前赵家 87.83 34,382.00 34,469.83

7 集前刘家 61.54 24,616.00 24,677.54

8 东营曹家 408.88 127,952.00 128,360.88

9 王家沟 16.50 4,950.00 4,966.50

10 后曲家 3.20 1,280.00 1,283.20

11 合计 3,195.06 1,187,658.42 270,900.00 50,730.00 1,512,483.48

其中根据协议约定，老人津贴补偿标准为针对60周岁以上老人交出自己和子女全部土地后每

人每年600元；合作医疗补偿标准为30元/人/年（协议为20元，后续已调整为30元)。

根据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王珍海、龙口市兴龙葡萄专业合作社拟签订的以物抵债三方

协议，龙口市兴龙葡萄专业合作社需协助完成葡萄园涉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的变更或重

新签订，土地出租方需同意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按照原约定的条件继续租用相关土地。 综

上，本次评估按照目前的协议约定及调整对土地租赁费进行预测。

③机械、维修等费用，该部分费用主要为葡萄园园区日常的机械使用费、维修费及配件费等，

参照历史年度的实际发生水平稳定预测。

④管理费用，主要包括管理人员的工资、社保、公积金等人工费及办公区的租赁费用，以及日

常办公所需的办公费、电费、招待费等。 其中，对于人工费按照目前管理人员名单核算相应的工资

水平并考虑未来小幅增长后预测，社保公积金参照烟台市规定的缴存比例计算确定；对于办公区

租赁费按照目前签订的租赁协议约定进行预测；对于日常办公费用由于金额较小，参照历史年度

支付水平进行稳定预测。

⑤销售费用，主要包括销售人员的差旅费、冷库预冷费、仓储费及运输费等。 对于差旅费，历

史年度水平与当年收入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按照与收入的一定比例稳定预测；冷库预冷费、仓储

费及运输费主要是指葡萄采摘后至运至销售点之间所需支付的费用。 葡萄采摘后，入库前装箱，

箱内衬PE气调模袋，敞口入库预冷，冷库需要提前七天开机，使库温降至-0.5℃，有利于葡萄梗不

失水，保持鲜绿不脱粒，对于预冷费按照当地的收费标准300元/吨，及未来每年的销量进行预测；

葡萄储存在冷藏库中需要支付仓储费，按照当地目前的收费标准2.2元/KG及占用相应的容量进行

预测；自冷藏库到销售点需要特殊的冷藏车进行运输，运输费用参照历史年度支付水平进行预测。

⑥相关税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五条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

品的免征增值税及相关附加税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企业从事种

植水果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 综上本次预测的相关税金为0。

（3）预期净收益的预测

综上，根据每年预测的收益减去每年的相关成本费用后得到每年预期的净收益，相关数据具

体如下：

预期净收益计算表

单位：万元

项目/年度 2021年3-12月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2033每年

预计销售量（万KG) 652.49 662.78 673.24 683.86 694.64

销售单价(元/KG）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预计收益 6,524.92 6,627.83 6,732.37 6,838.55 6,946.41

预计总成本 5,502.53 5,573.86 5,646.29 5,719.84 5,794.51

1、管护成本-人工 739.68 751.34 763.19 775.23 787.46

2、管护成本-物资 2,761.10 2,804.05 2,847.68 2,892.00 2,937.02

3、土地租赁费 151.25 151.25 151.25 151.25 151.25

4、机械维修费 95.14 96.64 98.16 99.71 101.28

5、税金及附加 - - - - -

6、管理费用 479.33 484.13 488.98 493.87 498.82

7、销售费用 1,276.05 1,286.46 1,297.03 1,307.77 1,318.68

预计净收益 1,022.39 1,053.97 1,086.08 1,118.72 1,151.90

（4）营运资金的预测

营运资金是指随着企业经营活动的变化正常经营所需保持的现金、存货、获取他人的商业信

用而占用的现金等；同时，在经济活动中，提供商业信用，相应可以减少现金的即时支付。 因此估

算营运资金原则上只需考虑正常经营所需保持的现金（最低现金保有量）、存货、应收款项和应付

款项等主要因素。

营运资金追加额为：营运资金追加额=当期营运资金一上期营运资金。

其中：营运资金=货币资金+存货+应收款项-应付款项；对于货币资金按照正常经营所需保

持的现金（最低现金保有量）计算；存货=营业成本总额/存货周转率；应收款项=营业收入总额/

应收款项周转率；应付款项=营业成本总额/应付款项周转率。

经向企业了解各科目周转次数的平均水平并结合预测年度数据测算预测年度各科目期末值，

进而测算各年度营运资金。 各年度营运资金测算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年度 2021.3-12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2032每年 2033

营业收入 6,524.92 6,627.83 6,732.37 6,838.55 6,946.41 6,946.41 6,946.41

营业成本 3,747.16 3,803.28 3,860.29 3,918.19 3,977.01 3,977.01 3,977.01

完全成本 5,502.53 5,573.86 5,646.29 5,719.84 5,794.51 5,794.51 5,794.51

期间费用 1,755.37 1,770.58 1,786.01 1,801.64 1,817.50 1,817.50 1,817.50

销售费用 1,276.05 1,286.46 1,297.03 1,307.77 1,318.68 1,318.68 1,318.68

管理费用 479.33 484.13 488.98 493.87 498.82 498.82 498.82

财务费用 - - - - - - -

折旧摊销 - - - - - - -

付现成本 5,502.53 5,573.86 5,646.29 5,719.84 5,794.51 5,794.51 5,794.51

最低现金保有量 458.54 464.49 470.52 476.65 482.88 482.88 482.88

存货 - - - - - - -

应收款项 543.74 552.32 561.03 569.88 578.87 578.87 578.87

应付款项 312.26 316.94 321.69 326.52 331.42 331.42 331.42

营运资本 690.02 699.87 709.86 720.02 730.33 730.33 730.33

营运资本增加额 690.02 9.84 10.00 10.15 10.31 - -

营运资金收回 730.33

（5）资本性支出的预测

资本性支出是为了保证生产经营可以正常发展的情况下，每年需要进行的资本性投入。 经向

产权持有人了解，对于葡萄树，在种植前需要进行土壤改良、施肥、基础建设等，初始一次性投入较

大，后续年度只需进行日常管理养护，由于相关的日常经营投入已在费用中考虑，本次不再对资本

性支出进行预测。

（6）预期现金流的预测

通过上述过程，根据计算得出的每年的预期净收益、营运资金变动额、资本性支出等数据确定

每年葡萄树相关的预期现金流。 具体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年度 2021年3-12月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2032每年 2033年

预计净收益 1,022.39 1,053.97 1,086.08 1,118.72 1,151.90 1,151.90 1,151.90

营运资金增加 690.02 9.84 10.00 10.15 10.31 - -

营运资金回收 - - - - - - 730.33

资本性支出 - - - - - - -

预期现金流量 332.37 1,044.13 1,076.08 1,108.56 1,141.59 1,151.90 1,882.22

综上：采用收益法评估，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拟接受抵债资产涉及的龙口市兴龙葡萄专

业合作社生产性生物资产及固定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8,775.00�万元（大写：人民币捌

仟柒佰柒拾伍万元整）。 注：本次评估结论的价值内涵是含税（增值税）价。

鉴于产权持有人财务核算并不完善，无法保证账面价值的准确性、完整性、分摊的合理性等，

故本次产权持有人未申报账面价值，无法进行资产账面价值与评估价值的差异比较。

（四）山东龙口酿酒有限公司、龙口市兴龙葡萄专业合作社、龙口市东益酒类销售有限公司承

诺并保证：上市公司以物抵债决策及产权交割程序完成后，即履行承担全部金额。 除此之外，上市

公司不再承担任何其他赔偿责任。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协议主体

甲方：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王珍海

丙方:�龙口市兴龙葡萄专业合作社

（二）标的债务

甲乙双方确认，甲方因违规担保事项承担或可能承担的赔偿责任、诉讼费具体如下：

（1）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鲁民终2978号），龙口酿酒公司应当

返还烟台银行龙口支行借款本金5000万元，并支付罚息及复利221,411.11元（暂计至2019年9月20

日止），并自2019年9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合同约定计付罚息及复利，甲方对龙口酿酒公

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20%的补充赔偿责任，截止2021年4月30日，龙口酿酒公司不能清偿的本金、

利息、罚息合计57,373,118.21元，甲方应承担的20%的补充赔偿责任为11,474,623.64元，甲方因上述

案件承担的诉讼费118,162.812元，甲方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诉讼费合计11,592,786.45元。

（2）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鲁民终3020号），兴龙合作社应当返

还烟台银行龙口支行借款本金10000万元，并支付罚息及复利534,439.59元（暂计至2019年9月20日

止），并自2019年9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合同约定计付罚息及复利，甲方对兴龙合作社不

能清偿的部分承担20%的补充赔偿责任，截止2021年4月30日，兴龙合作社不能清偿的本金、利息、

罚息合计114,837,853.78元，甲方应承担的20%的补充赔偿责任为22,967,570.76元，甲方因上述案件

承担的诉讼费218,788.84元，甲方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诉讼费合计23,186,359.60元。

（3）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鲁民终3031号），龙口酿酒公司应当

返还华夏银行龙口支行借款本金4978万元， 甲方对龙口酿酒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30%的补充

赔偿责任，截止2021年4月30日，龙口酿酒公司不能清偿的本金合计4978万元，甲方应承担的30%的

补充赔偿责任为1,493.4万元，甲方因上述案件承担的诉讼费111,404元，甲方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

诉讼费合计1,504.5404万元。

（4）根据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鲁06民终696号），龙口市东益酒类销

售有限公司应当返还烟台银行龙口支行借款本金1700万元，甲方对龙口市东益酒类销售有限公司

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20%的补充赔偿责任，截止2021年4月30日，东益公司不能清偿的本金、利息、

罚息合计19,746,649.36元，甲方应承担的20%的补充赔偿责任为3,949,329.87元，甲方因上述案件承

担的诉讼费50,520元，甲方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诉讼费合计3,999,849.87元。

（5）甲方违规为龙口酿酒公司在兴业银行龙口支行的三笔借款合计3390万元（本金分别为

950万、1950万、490万）提供担保，暂估甲方承担的赔偿责任为3390万元。

以上甲方因违规担保承担或可能承担的损失合计8773万元，为避免甲方因违规担保事项遭受

损失，乙方同意向甲方赔偿8773万元（以下简称“标的债务” ）。

如甲方因违规担保遭受的实际损失高于本协议约定的标的债务金额，乙方同意继续就差额部

分向甲方赔偿。

（三）标的资产

丙方同意以其持有的3195.05亩葡萄园（包括但不限于地上附着物及青苗，以下简称“标的资

产” ）以“以物抵债” 方式代替乙方向甲方偿还标的债务。

经坤信国际资产评估 （山东） 集团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 （报告号： 坤信评报字

（2021）第007号），标的资产的评估值为8775万元人民币，经各方协商同意，丙方用标的资产向甲

方抵偿标的债务。

（四）标的资产的交付

丙方应在本协议生效后15日内，将标的资产交付甲方并协助甲方完成相关交接手续。

标的资产交付前发生的有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水电费、运营管理费用等）由乙方负担，标的

资产交付后发生的有关费用由甲方负担。

甲方不承接标的资产交付前负责标的资产运营管理或在标的资产中从事劳务的相关人员的

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

（五）陈述与保证

丙方保证标的资产交付甲方时标的资产上无抵押等他项权利限制，标的资产涉及的土地出租

方均同意甲方按照丙方与土地出租方原约定的条件继续租用标的资产涉及的相关土地， 否则乙

方、丙方必须另行提供经甲方认可的其他资产用以抵偿标的债务。

丙方承诺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至标的资产交付日的期间内，不实施任何可能引发标的资产价值

发生减损的行为。

（六）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自甲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七）争议解决

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协议各方协商解决。若协商未能解决的，任

何一方可根据法律规定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以物抵债有助于避免公司因违规担保事项遭受损失， 有利于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

益。 同时，将公司所在地的葡萄园（标的资产）纳入上市公司资产中，有利于公司向前来实地考察

的投资者、经销商及消费者展示葡萄酒产业从种植、生产、酿造、储藏、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情

况，有助于提升消费者的体验感。

六、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说明

2021年4月7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 董事会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原控股股东股东以物抵债解决违规担保事项的议案》。

2021年4月7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 监事会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原控股股东股东以物抵债解决违规担保事项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该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本次资产价格以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值为计算

依据，价格公平、合理。我们认为，本次以物抵债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符合《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以物抵债交易价格客观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自然人和关联法人没有在上

市公司担任董事，无需回避表决。以本次以物抵债有助于避免公司因违规担保事项遭受损失，有利

于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王珍海先生回避表决。

审计委员会对发表了书面的审核意见：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程序合法，定价公允，没有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同时以物抵债有助于避免公司因违规担保事项遭受损失，有利于维护公司及

中小股东的利益。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王珍海

先生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七、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能否通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交易能否最终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特此公告。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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