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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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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

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通过二级市场投资的上市公司CINE进行处置后，不再授权董事长进行二级市场财务性

股票投资

● 本次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处置的金融资产，仅限于截止本次公告日公司已持有的包括CINE在内的以公允价值计

量的金融资产，处置金融资产明细详见正文中问题四的回复

2021年4月2日，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关于公司授权

董事长对外投资审批权限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1】 0289号）（下称“监管工作函 ” ），公司就《监管工作函》关注

的相关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核查落实，现就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2021年3月30日你公司公告称，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对外投资及处置投资资产审批权限，限额为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

产20%以内，主要通过二级市场投资于休闲消费和可选择性消费领域。另根据年报及前期公告，截至2020年末董事长已投资英

国上市公司Cineworld� Group� Plc（以下简称CINE公司）约6.19亿元，公允价值则达7.89亿元，占2020年末归母净资产接近10%。

鉴于上述情况，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7.1�条的规定，对你公司提出如下监管要求。

一、你公司应结合公司章程中关于董事会授权的原则和具体内容与董事会议事规则，论述本次对董事长对外投资的授权

是否符合章程与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相关规定，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合理、有效。

回复：

1.本次董事会对董事长对外投资的授权符合章程等相关规定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董事会对除对外担保以外的对外投资、购买或出售资产（不包括与日常经营相关的

资产购买或出售行为）等交易的审批权限，交易成交的金额（含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在 5%以

上且低于50%的,由董事会审议决定。本次授权董事长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母净资产20%的限额内行使对外投资的审批

权限事项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不属于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的重大事项。因此公司依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

事规则》等规定组织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经过与会人员的讨论及

分析，董事会全票通过了上述授权事项，并依据《公司章程》、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规定对授权事项明确了具体的授权内容、

额度及授权时间， 同时也明确了对公司能够控制标的公司使公司合并报表发生变化且达到董事会审议标准的对外投资事项

不包括在上述授权范围内，仍需按照《公司章程》提交董事会审议。上述授权符合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相关规定。

2.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制度合理、有效

公司建立了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治理架构，制定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议事规则

及各项规范制度。公司开展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及管理层均按照公司章程、议事规则、规章

制度等各项规定规范运作和履行职责。公司2020年度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评价，出具了公司内部控

制审计报告，其认为公司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公司包括对外投资等在内的各项内部控制制度均有效执行，确保了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降低了生产经营风险。2020年

度公司归母净利润及经营性净现金流创上市以来新高。因此，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制度是合理、有效的。

二、你公司应当专注主业、稳健经营，结合公司自身业务的发展规划、战略，合理制定公司对外投资计划，制定并切实执行

科学有效的风险防范与控制措施，严格把控二级市场股票投资风险，保障公司资金资产安全；

回复：

1.公司专注主业发展、经营稳健

公司主营业务为建筑装饰业务和医疗健康业务，2020年公司为进一步专注主业，将包括澳洲 Healius在内的第三方医疗检

验业务进行了处置，不再从事第三方医疗检验业务。2020年度公司经营业绩较好，公司将进一步聚焦主业发展，持续做大做强

建筑装饰业务，稳步推进眼科医疗业务发展，以实现公司稳健高质量发展。

2.�本次授权为前次投资授权的延续，公司不会长期持有投资标的

本次投资是公司在确保主营业务稳健发展的前提下， 使用包括前期处置澳洲Healius股份等闲置资金进行的阶段性财务

投资，不会长期持有投资标的，且本次对外投资授权为前次投资授权的延续，投资金额不会超过董事会本次授权额度。通常二

级市场股票投资与处置需要采用一定的投资策略，以便控制综合成本及以较好的价格退出，本次授权也是基于上述因素的考

虑。

公司将加强市场分析、调研，密切关注标的公司的经营情况、股价走势等情况，严格把控对外投资风险，及时调整对外投

资策略及规模并择机以较好的价格退出，以保障公司资金资产安全，退出后公司将进一步聚焦主业。

三、你公司应当结合自身主营业务、发展规划、资金情况等审慎评估大额二级市场股票投资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由董事长

一人决策大额二级市场股票投资的合理性和审慎性，公司是否建立了必要的内控及风险防控机制，董事长个人否具备专业团

队等。

回复：

（一）公司对外投资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1.�公司主业经营稳健，现金流较好

公司发展战略清晰，在建筑装饰板块，稳健发展幕墙业务，全面开拓内装业务、大力发展装配式装修。在医疗健康板块，稳

步推进眼科医疗业务。近些年来公司经营情况良好，2020年也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其中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实

现了21.6亿元，近五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平均约为14.52亿元，较好的现金流水平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资金保

障。

2.�本次投资为阶段性财务投资，投资标的具有较好的投资机会

公司为进一步聚焦主业，2020年处置了持有的澳洲Healius全部股份，扣除股份项下的质押贷款及相关税费后，回收人民币

约10.7亿元。公司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结合投资标的股价处于相对低位，具有较好的投资机会，在不影响主营业务发展的前

提下，使用包括处置澳洲Healius股份等闲置资金进行阶段性财务投资，以为股东谋求创造更大价值。

3.�公司需要有节奏、策略性的退出

二级市场投资通常在标的股票的买卖和退出上都会采用一定的投资策略，以便控制综合成本，并在退出时选择合适的时

机有节奏、策略性的退出，从而实现更好的收益。公司为了获得较好的退出价格，在已投资的基础上，需要采取一定的投资策

略有节奏的退出，以获得更好的收益，故本次延续前次授权进行对外投资是必要的。

（二）授权董事长对外投资的合理性和审慎性

1．公司及董事长具备相应的投资经验以及投资决策和风险管理能力

公司自上市以来，通过产业经营和资本运营双轮驱动的方式实现了业务的快速拓展，完成了跨交易所并购承达集团、收

购梁志天设计，并实现了承达集团和梁志天设计集团在香港主板上市。在海外，通过二级市场全面要约方式收购澳大利亚上

市公司 Vision并私有化退市，以及通过二级市场买入方式成为澳大利亚上市公司Healius第一大股东，持有期间向其发起了要

约收购、签署期权契约以及最终处置等一系列资本运作。通过上述资本运作，公司董事长及管理团队积累了投资经验，均具备

一定的投资决策和风险管理能力。

2.�公司有必要的内控及风险防控机制，具有一定的专业团队

针对对外投资事项，公司有包括董事长在内的财务、金融、法务、投资顾问等专业团队，公司建立了必要的内控及风险防

控机制，同时严格按照《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履行审议程序，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级市场投资窗口期较短， 需要根据标的公司经营情况及股价变动情况及时做出决策， 该类投资较为重视决策的及时

性，通常都会在一定额度内采取授权管理层的方式进行决策，不便于每次投资均提交董事会审议。因此公司董事会与管理层

经充分讨论及评估后，授权董事长在一定额度内进行投资决策。本次投资有专业团队协助董事长进行投资，且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持续跟踪和监督对外投资进展情况，如出现重大风险，会及时要求董事长采取措施并进行处置。

四、你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勤勉尽责，推动公司专注主业、提升上市公司质量，高度重视二级市场股票

投资的潜在风险，及时跟踪相应的风险情况及变化，审慎决策，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利益。

回复：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就本次监管工作函内容进行了认真落实，公司聚焦主业发展，稳健经营，持续做大做

强主营业务。本次授权的对外投资为阶段性财务投资，不会长期持有，公司将有节奏、策略性的退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会持续跟踪和监督对外投资进展情况，如出现重大风险，会及时要求董事长采取措施并进行处置，以维护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

公司本次授权拟择机处置的金融资产如下：

证券代码

/

名称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

名称 证券简称

HK.1617

南方通信

MVF Monash IVF Group Ltd

HK.2086

海航科技投资

HK.1658

邮储银行

HK.2183

三盛控股

HK.3320

华润医药

HK.0245

中薇金融控股

HK.3958

东方证券

HK.1977

安乐工程

HK.6099

招商证券

Rykadan Rykadan Real Estate Fund CINE CINE WORLD GROUP

歌斐基金 歌斐海外跨境并购基金

IAG INTL CONS AIRLINE

NCLH NORWEGIAN CRUISE - -

备注：上述拟处置的金融资产包括公司过往已持有的金融资产、彩云国际抵账的金融资产以及前次及本次授权投资购买

的金融资产。

本次投资策略性退出后，公司董事会不再授权董事长进行二级市场财务性股票投资，公司亦不再进行上述投资。公司会

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0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周志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谢小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樊兰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

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3,440,925,348.00 3,531,948,502.03 -2.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893,582,901.49 2,778,257,219.21 4.1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2,272,620.71 -74,882,153.29 56.9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508,327,681.62 342,464,133.11 48.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15,325,682.28 57,854,862.72 99.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4,903,407.04 58,830,276.80 95.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4.08 2.25

增加

1.83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23 0.11 10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23 0.11 109.0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396.1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63,266.66

各类政府补助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1,914.9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17,078.09

所得税影响额

-140,758.44

合计

422,275.24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69,66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 有 限

售条 件 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2,177,900 30.0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甘肃亚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8,820,687 13.57 0

质押

48,330,

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海南豫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0,580,800 8.0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陇南众惠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9,063,944 5.73 0

质押

28,730,

000

其他

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5,829,850 5.09 0

无

0

国有法人

陇南怡铭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5,985,203 3.15 0

无

0

其他

陇南乾惠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5,985,203 3.15 0

无

0

其他

华龙证券

－

农业银行

－

华龙证券

－

金徽酒正能

量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9,545,714 1.88 9,545,714

无

0

其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中证白酒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9,220,958 1.82 0

无

0

其他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6,407,142 1.26 6,407,142

无

0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2,177,900

人民币普通股

152,177,900

甘肃亚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8,820,687

人民币普通股

68,820,687

海南豫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0,580,800

人民币普通股

40,580,800

陇南众惠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9,063,944

人民币普通股

29,063,944

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5,829,850

人民币普通股

25,829,850

陇南怡铭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5,985,203

人民币普通股

15,985,203

陇南乾惠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5,985,203

人民币普通股

15,985,20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中证白酒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9,220,958

人民币普通股

9,220,958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

司

5,685,714

人民币普通股

5,685,714

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2,842,856

人民币普通股

2,842,85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海南豫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孙公司；

2.

陇南众惠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胡阳、有限合伙人

周世斌和张世新均为甘肃亚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除公司外

其他企业的主要管理人员；

3.

陇南众惠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胡阳、有限合伙人

周志刚同时为陇南乾惠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人；

4.

陇南众惠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人周世斌和张世新同

时为陇南怡铭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人；

5.

陇南怡铭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人主要为亚特集团及其控

制的除公司外其他企业的管理人员；

6.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和贫困地区产业发

展基金有限公司均由国投创益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7.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期期末数 上年期末数 变动比例（

%

）

应收票据

136,391.50

不适用

应收账款

13,040,291.06 7,883,509.54 65.41

应收款项融资

11,500,000.00

不适用

预付款项

3,739,637.51 2,813,290.90 32.93

其他应收款

4,514,640.98 2,659,992.59 69.72

在建工程

402,394.76 5,620,889.21 -92.84

使用权资产

12,420,220.88

不适用

其他非流动资产

6,013,059.17 3,715,508.60 61.84

短期借款

10,009,472.22

不适用

应付账款

100,266,843.51 208,867,171.22 -51.99

应付职工薪酬

39,099,054.08 69,078,301.86 -43.40

应交税费

64,081,466.53 140,850,081.02 -54.5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6,494,704.83 12,000,000.00 37.46

租赁负债

8,065,975.39

不适用

（1）应收票据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上年期末商业承兑汇票到期承兑。

（2）应收账款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商超、酒店等直营销售规模增加，使应收销货款较上年期末增加。

（3）应收款项融资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贴现方式灵活准备随时贴现的银行承兑票据较上年期末增加。

（4）预付款项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末预付材料采购款较上年期末增加。

（5）其他应收款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员工预借备用金较上年期末增加。

（6）在建工程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已完工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

（7）使用权资产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执行新租赁准则后将租赁资产确认为使用权资产。

（8）其他非流动资产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预付设备款较上年期末增加。

（9）短期借款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归还银行借款。

（10）应付账款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末应付材料采购款较上年期末减少。

（11）应付职工薪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支付上年度员工年终奖。

（12）应交税费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末应交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较上年期末减少。

（13）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执行新租赁准则，将一年内到期的租赁负债确认为一年内到

期的非流动负债。

（14）租赁负债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执行新租赁准则，本期末确认租赁负债。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例（

%

）

营业收入

508,327,681.62 342,464,133.11 48.43

税金及附加

74,309,350.14 49,622,582.66 49.75

销售费用

59,053,281.94 42,505,105.06 38.93

管理费用

47,954,737.62 30,502,837.18 57.21

研发费用

6,921,155.67 9,972,560.50 -30.60

财务费用

-1,767,162.02 -1,139,205.13 -55.12

其他收益

680,344.75 1,589,167.77 -57.19

投资收益

58,699.65

不适用

资产减值损失

276,191.07 -21,671.52

不适用

资产处置收益

-181.47 4,812.98 -103.77

营业利润

146,877,490.20 76,687,871.63 91.53

营业外收入

76,940.83 287,397.66 -73.23

营业外支出

194,070.43 3,046,913.36 -93.63

利润总额

146,760,360.60 73,928,355.93 98.52

所得税费用

31,434,678.32 16,073,493.21 95.57

净利润

115,325,682.28 57,854,862.72 99.34

（1）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上年同期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销售收入大幅下降，营业收入减少，本期市场销

售恢复，销售收入上升，营业收入增加。

（2）税金及附加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税金及附加相应增加。

（3）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加大市场投入，市场推广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4）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一是本期职工薪酬较上年同期增加，二是上年同期根据相关政策减免养老保险、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本期未减免。

（5）研发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上年期末公司部分研发项目结项，本期研发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

（6）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银行借款利息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7）其他收益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收到的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减少。

（8）投资收益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对外投资确认投资收益，上年同期未发生对外投资。

（9）资产减值损失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增加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10）资产处置收益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处置固定资产较上年同期减少。

（11）营业利润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营业利润相应增加。

（12）营业外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上年同期收到违约金赔偿，本期未发生。

（13）营业外支出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上年同期支持防控“新冠疫情”捐款300万元，本期未发生。

（14）利润总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利润总额相应增加。

（15）所得税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增加，所得税相应增加。

（16）净利润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净利润相应增加。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例（

%

）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538,202,515.63 307,660,089.32 74.93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3,677,075.38 11,561,418.23 104.79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98,080,859.16 74,050,841.36 32.45

支付的各项税费

219,449,958.28 69,897,622.20 213.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272,620.71 -74,882,153.29 56.9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1,270.00 50,000.00 -97.46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21,772,226.76 34,464,644.19 -36.8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770,956.76 -34,414,644.19 36.74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30,000,000.00

不适用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0,000,000.00 30,000,000.00 33.3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03,055.54 -30,361,395.83 66.0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4,346,633.01 -139,658,193.31 53.93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95,221,896.91 362,166,260.39 36.74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2）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收到保证金，上年同期未发生。

（3）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支付的员工工资、奖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4）支付的各项税费变动原因说明：一是本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上缴税费相应增加，二是2020年末实现企业所

得税、增值税、消费税较2019年末增加，因此2021年1月上缴税款较2020年1月增加。

（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6）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较上

年同期减少。

（7）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较上年同

期减少。

（8）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较上年同期减少。

（9）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取得银行借款，上年同期未发生。

（10）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归还银行借款较上年同期增加。

（11）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志刚

日期 2021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603919� � � � �证券简称：金徽酒 公告编号：临2021-016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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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4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甘肃省陇南市徽县伏家镇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65,748,948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72.1028

(四)�本次会议由董事会负责召集，董事长周志刚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石少军先生、财务总监谢小强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0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65,748,948 100.00 0 0.00 0 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20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65,748,948 100.00 0 0.00 0 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65,748,948 100.00 0 0.00 0 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65,748,948 100.00 0 0.00 0 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及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65,748,948 100.00 0 0.00 0 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65,748,948 100.00 0 0.00 0 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65,748,948 100.00 0 0.00 0 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8、 关于审议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

是否当

选

8.01

关于提名周志刚先生为董事候选人的议题

347,580,411 95.0325

是

8.02

关于提名黄震先生为董事候选人的议题

332,952,168 91.0329

是

8.03

关于提名石琨先生为董事候选人的议题

332,952,169 91.0329

是

8.04

关于提名吴毅飞先生为董事候选人的议题

332,952,170 91.0329

是

8.05

关于提名邹超先生为董事候选人的议题

332,952,170 91.0329

是

8.06

关于提名张世新先生为董事候选人的议题

332,952,171 91.0329

是

8.07

关于提名陈颖先生为董事候选人的议题

332,952,176 91.0329

是

9、 关于审议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

）

是否当

选

9.01

关于提名甘培忠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题

344,078,747 94.0751

是

9.02

关于提名王清刚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题

335,719,756 91.7896

是

9.03

关于提名谢明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题

335,719,753 91.7896

是

9.04

关于提名李海歌女士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题

335,719,758 91.7896

是

10、 关于审议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名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

是否当

选

10.01

关于提名王瑾女士为监事候选人的议题

346,297,012 94.6816

是

10.02

关于提名姚宇先生为监事候选人的议题

342,177,316 93.5552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6

关于审议金徽酒股份有

限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49,275,767 100.00 0 0.00 0 0.00

8.01

关于提名周志刚先生为

董事候选人的议题

53,247,102 108.0594 0 0.00 0 0.00

8.02

关于提名黄震先生为董

事候选人的议题

38,618,859 78.3729 0 0.00 0 0.00

8.03

关于提名石琨先生为董

事候选人的议题

38,618,860 78.3729 0 0.00 0 0.00

8.04

关于提名吴毅飞先生为

董事候选人的议题

38,618,861 78.3729 0 0.00 0 0.00

8.05

关于提名邹超先生为董

事候选人的议题

38,618,861 78.3729 0 0.00 0 0.00

8.06

关于提名张世新先生为

董事候选人的议题

38,618,862 78.3729 0 0.00 0 0.00

8.07

关于提名陈颖先生为董

事候选人的议题

38,618,867 78.3729 0 0.00 0 0.00

9.01

关于提名甘培忠先生为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题

46,977,954 95.3368 0 0.00 0 0.00

9.02

关于提名王清刚先生为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题

38,618,963 78.3731 0 0.00 0 0.00

9.03

关于提名谢明先生为独

立董事候选人的议题

38,618,960 78.3731 0 0.00 0 0.00

9.04

关于提名李海歌女士为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题

38,618,965 78.3731 0 0.00 0 0.00

10.01

关于提名王瑾女士为监

事候选人的议题

42,738,756 86.7338 0 0.00 0 0.00

10.02

关于提名姚宇先生为监

事候选人的议题

38,619,060 78.3733 0 0.00 0 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共10项议案，其中1-7项为非累积投票议案，8-10项为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全部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共10项议案，其中第6、8、9、10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单独统计。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卓纬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广哲、徐梦蕾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项符合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卓纬律师事务所关于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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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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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于2018年12月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一一租赁》进行的相应变更，公

司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 2021年4月2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议金徽酒股份有

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概述

财政部于2018年12月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一一租赁》（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

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由于上述会计政策的修订，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需对原执行的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照规定

的起始日开始执行。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变更前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为财政部2006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一一租赁》及其相关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于2018年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一一租赁》。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

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

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

根据新租赁准则的要求，公司决定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的租赁准则。新租赁准则下，除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

外，承租人将不再区分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所有租赁将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均须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对于使用权

资产，承租人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无法合理确定

租赁期届满时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期与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两者孰短的期间内计提折旧。同时承租人

需确定使用权资产是否发生减值，并对已识别的减值损失进行会计处理；对于租赁负债，承租人应当计算租赁负债在租赁期

内各期间的利息费用，并计入当期损益；对于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承租人可以选择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

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或其他系统合理的方法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租赁准则要求，公司自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起按新租赁准则要求进行财务报表披露，不重述2020年末可比数，只

调整首次执行本准则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会对公

司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全体独立董事对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1日发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相关文件进行的合理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

影响，符合有关政策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的议案。

特此公告。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1日

● 报备文件

1．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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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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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集及召开情况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4月20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1年4月2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周志刚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11人，实际出

席董事11人，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因公司于当日下午召开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董事会，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期限要求。本

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金

徽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审议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1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的《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2．审议通过《关于审议选举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选举周志刚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3．审议通过《关于审议选举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及主任委员如下表所示：

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 委员

战略委员会 周志刚

周志刚、谢明（独立董事）、李海歌（独立董事）

石琨、吴毅飞

审计委员会 王清刚 王清刚（独立董事）、甘培忠（独立董事）、邹超

提名委员会 李海歌 李海歌（独立董事）、王清刚（独立董事）、陈颖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甘培忠 甘培忠（独立董事）、李海歌（独立董事）、陈颖

4．审议通过《关于审议聘任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聘任周志刚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5．审议通过《关于审议聘任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聘任王宁先生、廖结兵先生、唐云先生、张斌先生、黄小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谢小强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

本届董事会一致。

6．审议通过《关于审议聘任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聘任石少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石少军先生的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

过。

7．审议通过《关于审议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组建审计监察部及聘任审计监察部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组建审计监察部，聘任吴利平先生为公司审计监察部负责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8．审议通过《关于审议聘任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聘任任岁强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9．审议通过《关于审议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第2、3、4、5、6、7、8、9项议案分别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1日刊登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1日

● 报备文件

1.�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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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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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集及召开情况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4月20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1年4月2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罗亮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

出席监事3人。

因公司于当日下午召开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监事会，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期限要求。本

次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金

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审议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1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的《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2．审议通过《关于审议选举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选举罗亮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3．审议通过《关于审议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相关文件进行的合理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产生重大影响，符合有关政策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的议案。

特此公告。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1日

● 报备文件

1．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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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

董事长、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董事会秘书、审计监察部负责人

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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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议选举金

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审议聘任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审议聘任金徽酒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审议聘任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审议金徽酒股份

有限公司组建审计监察部及聘任审计监察部负责人的议案》《关于审议聘任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现

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情况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第四届董事会全体董事选举董事周志刚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

事长，任期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董事长提名，聘任周志刚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经总经理提名，聘任

王宁先生、廖结兵先生、唐云先生、张斌先生、黄小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谢小强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三、聘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况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董事长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同意聘任石少军先生为董事会秘

书，任期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石少军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明，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

四、聘任审计监察部负责人的情况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聘任吴利平先生为审计监察部负

责人，任期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五、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况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董事长提名，聘任任岁强先生为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

展工作，任期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分别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1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1日

● 报备文件

1.�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附件：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审计监察部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1． 周志刚，男，1974年11月出生。曾任天水市洛坝铅锌矿会计主管、甘肃徽县锌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甘肃宝徽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甘肃亚特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甘肃金徽酒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2009年被评为甘肃省第七届“优秀青年企业家” ，2010年被评为“甘肃省劳动模范” ，当选为甘肃省第十二届、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甘肃省工商联第十二届企业家副主席。

2． 王宁，男，1985年5月出生。曾任公司市场管理部经理、销售大区经理、柔和产品事业部总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

金徽酒兰州销售有限公司、金徽酒陇南销售有限公司、西藏金徽实业有限公司、金徽成都酒业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2019年8

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3． 廖结兵，男，1979年10月出生。曾任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经理、广州珠江云峰酒业有限公司大区销售

经理、 北京盛初营销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0年7月至2012年4月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2012年4月至2020年10月21日担任

公司董事；2013年12月至今担任金徽酒销售西安有限公司总经理，2012年4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4． 唐云，男，1974年12月出生。曾任徽县柳林铅锌选矿厂车间主任、徽县鸿远矿业有限公司厂长、甘肃金徽酒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生产部经理、公司生产部经理、职工代表监事，2017年3月当选为中共甘肃省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代表；2016年4月至今

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5． 黄小东，男，1985年2月出生。曾任甘肃宝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统计经理、甘肃成州锌业有限责任公司采购经理、甘肃

亚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部门经理、甘肃金徽酒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部门经理、公司供应部经理、总经理助理；现任徽县金徽酒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徽酒（海南）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2019年8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6． 张斌，男，1983年6月出生。曾任北京大都阳光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甘肃亚特矿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甘

肃金徽酒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部门经理、公司物流中心经理、办公室主任、公共事务部经理等职务，2016年5月至2018年5月担

任公司党委副书记，2017年4月至2018年5月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2018年5月至今担任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7． 谢小强，男，1974年1月出生。具有高级会计师职称和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资格。曾任天水百货大楼有限公司华联

商厦财务部长、天水绿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部长、公司财务部副经理；现任金徽酒徽县销售有限公司、金徽酒徽县配送

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2012年9月至今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8． 石少军，男，1985年7月出生。曾任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创新投行部执行董事、保荐代表人，2017年11月至2020

年10月21日担任公司董事，2017年9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9．吴利平，男，1965年9月出生。曾任甘肃省文县国家税务局、成县国家税务局正科级干部，2017年8月退休。2018年5月至

今担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10．任岁强，男，1988年10月出生。曾在公司办公室、法律事务部、证券事务部任职，现任公司证券法务部经理、证券事务代

表。2016年5月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第73期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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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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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三号一一酒制造》第十六条相关规定，现将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一、2021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

1、按产品档次分类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产品档次

2021

年

1-3

月营业收入

2020

年

1-3

月营业收入 同比变动（

%

）

低档

322.11 812.14 -60.34

中档

19,601.00 14,589.58 34.35

高档

30,315.98 18,427.92 64.51

合计

50,239.09 33,829.64 48.51

说明：1、上表中营业收入不含“其他业务收入” ，下同。

2、公司根据销售区域白酒市场结构、消费者购买能力情况等，将产品分为低、中、高三档，其中：低档产品指对外售价30元

/500ml以下的产品，主要代表有世纪金徽二星、金徽陈酿等；中档产品指对外售价30元至100元/500ml的产品，主要代表有世纪

金徽三星、世纪金徽四星等；高档产品指对外售价在100元/500ml以上的产品，主要代表有金徽十八、世纪金徽五星、柔和金徽

系列、金徽正能量系列等。

2、按销售渠道分类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渠道类型

2021

年

1-3

月营业收入

2020

年

1-3

月营业收入 同比变动（

%

）

经销商

46,581.95 32,330.52 44.08

直销（含团购）

3,657.14 1,499.12 143.95

合计

50,239.09 33,829.64 48.51

3、按地区分类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区域名称

2021

年

1-3

月营业收入

2020

年

1-3

月营业收入 同比变动（

%

）

甘肃东南部

15,147.45 11,671.32 29.78

兰州及周边地区

13,980.52 6,750.86 107.09

甘肃中部

5,171.38 4,065.37 27.21

甘肃西部

4,702.85 4,373.76 7.52

其他地区

11,236.89 6,968.33 61.26

合计

50,239.09 33,829.64 48.51

说明：甘肃东南部包括陇南市、天水市等；兰州及周边地区包括兰州市及周边市、县；甘肃西部包括河西地区；甘肃中部包

括定西市等；其他地区指除上述市场以外的其他销售区域。

二、2021年第一季度经销商变动情况

单位：个

区域名称 报告期末经销商数量 报告期内增加数量 报告期内减少数量

甘肃东南部

87 4 5

兰州及周边地区

91 2 7

甘肃中部

30 0 0

甘肃西部

53 1 0

其他地区

204 20 12

合计

465 27 24

特此公告。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