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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芯北方签订框架协议构成持续

关连交易及须予披露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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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芯北方框架协议
谨此提述本公司日期为 2017年 12月 7日及 2018年 2月 8日的公告， 以及本公司日期为 2018 年 1 月 18 日的通

函，内容有关本公司（代表本身及其子公司（中芯北方及其子公司除外））与中芯北方（代表本身及其子公司）所订立的
2017年框架协议。 由于 2017年框架协议的年期将于 2020年 12月 31日期满，本公司与中芯北方协定续签中芯北方框
架协议和继续原于 2017年框架协议涵盖的交易。

本公司宣布，于 2020年 9月 2日（交易时段后），本公司（代表其本身及其子公司（中芯北方及其子公司除外））与中
芯北方（代表其本身及其子公司）订立中芯北方框架协议，内容有关货品供应、提供或接受服务、资产出租、资产转移、
提供技术授权或许可以及提供担保。 中芯北方框架协议为期三年，自 2021年 1月 1日起至 2023年 12月 31日止。

香港上市规则的涵义
在本公告日期，国家集成电路基金透过其全资子公司鑫芯（香港）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约 10.36%股权，故其根

据香港上市规则于发行人层面上是本公司的关连人士。 在本公告日期，本集团和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分别持有中芯北方
注册资本约 51%及 32%，因此，中芯北方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 14A.16 条的定义是本公司的关连子公司，故其根据香港
上市规则是本公司的关连人士。

由于第一类持续关连交易、第二类持续关连交易、第三类持续关连交易、第四类持续关连交易和第六类持续关连
交易的全年上限的一个或多个适用百分比率为 5%或以上，因此，有关交易将构成香港上市规则第 14A 章项下的不获
豁免持续关连交易。 同时中芯北方框架协议须遵守香港上市规则第 14A章有关申报、公告和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

由于第五类持续关连交易的全年上限的适用百分比率大于 0.1%， 但低于 5%， 有关交易须遵守香港上市规则第
14A章有关申报、公告和年度审阅的规定，但豁免遵守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

由于第四类持续关连交易的全年上限的适用百分比率大于 5%，但低于 25%，第四类持续关连交易亦构成本公司
的须予披露交易，须遵守香港上市规则第 14章有关申报和公告的规定。

根据香港上市规则，本公司已成立独立董事委员会，就中芯北方框架协议（包括中芯北方框架协议项下的持续关
连交易和全年上限）向独立股东提供建议和意见，并就如何表决向独立股东提供建议。

本公司已任命大有融资有限公司为独立财务顾问，就中芯北方框架协议（包括中芯北方框架协议项下的持续关连
交易和全年上限）向独立董事委员会和独立股东提供建议。

一般资料
本公司将在临时股东大会向独立股东提呈普通决议案，以批准中芯北方框架协议（包括中芯北方框架协议项下的

持续关连交易和全年上限）。
由于国家集成电路基金是本公司的关连人士，其全资子公司鑫芯（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之其他联系人（定义见

香港上市规则）将就批准中芯北方框架协议及据此拟进行的任何交易的普通决议案放弃表决。 除鑫芯（香港）投资有限
公司和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其他联系人外，并无其他股东将须于临时股东大会上就此决议案放弃表决。

由于最后确定股东大会资料内容需要时间，故本公司预计在 2020年 10月 20日或前后向股东寄发股东大会资料。
股东大会资料载有（其中包括）：(i)中芯北方框架协议的进一步详情；(ii)独立董事委员会致独立股东的函件；(iii)独立财
务顾问致独立董事委员会和独立股东的建议函件；和(iv)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通告。

一、中芯北方框架协议
谨此提述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日期为 2017年 12月 7日及 2018年 2 月 8 日的公

告，以及本公司日期为 2018年 1月 18日的通函，内容有关本公司（代表本身及其子公司（中芯北方及其子公司除外））
与中芯北方集成电路制造（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芯北方”，代表本身及其子公司）所订立的 2017 年框架协议。
由于 2017年框架协议的年期将于 2020年 12月 31日期满，本公司与中芯北方协定续签中芯北方框架协议和继续原于
2017年框架协议涵盖的交易。

本公司宣布，于 2020年 9月 2日（交易时段后），本公司（代表其本身及其子公司（中芯北方及其子公司除外））与中
芯北方（代表其本身及其子公司）订立中芯北方框架协议，内容有关货品供应、提供或接受服务、资产出租、资产转移、
提供技术授权或许可以及提供担保。 中芯北方框架协议为期三年，自 2021年 1月 1日起至 2023年 12月 31日止。

（一）中芯北方框架协议主要条款概要
签立日期： 2020年 9月 2日

有效期： 自 2021年 1月 1日起至 2023年 12月 31日止。 订约方将于中芯北方框架协议届满日期
前两个月协商是否重续中芯北方框架协议。

订约方： (i)本公司（代表其本身及其子公司（中芯北方及其子公司除外））；和
(ii)中芯北方（代表其本身及其子公司）。

（二）中芯北方框架协议项下的持续关连交易
1、交易种类
中芯北方框架协议项下的持续关连交易将包括以下各项：
（1）买卖备品备件、原材料、光掩模板及制成品；
（2）提供或接受服务，包括但不限于：(a)委托加工和测试服务；(b)销售服务；(c)境外市场推广和客户服务；(d)采购服

务；(e)研发和实验支持服务；(f)综合行政、后勤、生产管理和信息科技服务；和(g)提供水、电、煤、热能和化学品使用服务；
（3）出租资产(例如厂房、办公场所和设备)；
（4）资产转移；
（5）集团 A向集团 B提供技术授权或许可，以及分摊有关 28纳米技术的研发成本；和
（6）集团 A就中芯北方的融资活动提供担保。
2、中芯北方框架协议项下的持续关连交易定价
中芯北方框架协议项下的持续关连交易的价格乃按照以下递增次序的一般原则确定：
(1)国家或地方物价管理部门规定或批准的价格（如有）；
(2)根据行业指导价的合理价格（如有）；
(3)可比的当地市场价格（应由订约双方公平协商后确定，应参考(a)当时当地提供类似产品或服务的独立第三方所

收取的市场价格；及(b)作为采购方以公开招标方式所能获得的最低报价）；
(4)若无可比的当地市场价格，则为按成本加上公平合理利润率的原则确定的价格，即(a)实际合理成本；及(b)公平

合理利润率的总和；
(5)若上述一般定价原则均不适用，则由订约双方协定的其他合理方法确定价格，但须可以识别相关成本并按公平

对等的原则将成本分配给订约各方。
如果一般定价原则第(2)至(5)项适用，在可能的情况下，集团 A和集团 B于协定适用价格前将各自就相同性质和规

模的交易向独立第三方取得至少两个有关定价和其他条款的报价或投标。
至于国家或地方物价管控部门规定的价格，国家指定收费适用于水电，与有关服务的成本有关且按相关中国政府

机关不时颁布的价格确定。 根据中国价格法，中国政府可在有需要时就具体商品和服务执行国家指定价或指导价，该

价格将按照不时的相关法律法规或行政规则的规定颁布。 如果国家指定价或指导价日后适用于中芯北方框架协议项
下的持续关连交易，订约各方将按照上文第(1)项定价原则首先执行该价格。

基于上述一般原则和订立中芯北方框架协议时的实际情况， 订约方进一步协定下列中芯北方框架协议项下的持
续关连交易的具体定价政策。 如果下列政策未涵盖任何具体中芯北方框架协议项下的持续关连交易，或任何下列政策
不再适用，订约方将使用上述一般原则确定有关交易的价格。
持续关连交易类别 定价政策
I. 第一类持续关连交易 — 购销商品

1. 集团 A及集团 B之间购销备品备件 备品备件的市价，相关运费由买方承担，参考市场价格（见
上述一般定价原则(3)）

2. 集团 A及集团 B之间购销原材料 原材料的市价，相关运费由买方承担，参考市场价格（见上
述一般定价原则(3)）

3. 集团 B向集团 A采购光掩模板 参考市场价格（见上述一般定价原则(3)）

4.
集团 B向集团 A出售制成品，
集团 A将有关制成品转售予
第三方客户

参考市场价格（见上述一般定价原则(3)）

II. 第二类持续关连交易 — 提供或接受服务

1.
由于集团 A及集团 B若干产品
类别的产能限制，相互提供委
托加工和测试服务

参考市场价格（见上述一般定价原则(3)）

2. 集团 A向集团 B提供销售服务 按销售所得分配销售费用后，将成本加上与行业相符的公
平合理利润率 8%（见上述一般定价原则(4)）

3. 集团 A向集团 B提供境外市场
推广和客户服务

按销售所得分配销售费用后，将成本加上与行业相符的公
平合理利润率 8%（见上述一般定价原则(4)）

4. 集团 A向集团 B提供采购服务 按工时或工作量分配采购部门费用后，将成本加上与行业
相符的公平合理利润率 5%（见上述一般定价原则(4)）

5. 相互提供研发和实验支持服务 参考市场价格（见上述一般定价原则(3)）

6. 集团 A向集团 B提供综合行政、
后勤、生产管理和信息科技服务

按工时比例或工作量比例分配劳工成本及相关资源耗用
后，将成本加上与行业相符的公平合理利润率 5%（见上述
一般定价原则(4)），或参考独立第三方提供的市价

7. 相互提供水、电、煤、热能和
化学品使用

国家或地方物价管控部门规定或批准的价格（如有）（见上
述一般定价原则(1)）或参考市场价格（见上述一般定价原
则(3)）

III. 第三类持续关连交易 — 资产出租
1. 相互出租厂房及办公场所 参考市场价格（见上述一般定价原则(3)）
2. 相互出租设备 参考市场价格（见上述一般定价原则(3)）
IV. 第四类持续关连交易 — 资产转移
1. 相互转移设备 参考市场价格（见上述一般定价原则(3)）
V. 第五类持续关连交易 — 提供技术授权或许可

1. 集团 A向集团 B提供技术授权或
许可 参考市场价格（见上述一般定价原则(3)）

2. 分摊有关 28纳米技术的研发成本 订约双方协定的其他合理方法所厘定的价格（见上述一般
定价原则(5)）

VI. 第六类持续关连交易 — 为融资活动提供担保
1. 集团 A就集团 B的融资活动提供担保 参考市场价格（见上述一般定价原则(3)）

3、付款
中芯北方框架协议项下的持续关连交易的代价将按各项交易将订立的相关实施协议支付， 并将以相关方的内部

资金支付。 本公司将持续密切监控相关交易，确保不会超出各类中芯北方框架协议项下的持续关连交易的全年上限。
4、其他条款
中芯北方框架协议的条款须符合适用法律法规，包括任何监管机关（包括但不限于联交所和上交所）的规定。
二、全年上限和厘定基准
（一）过往交易金额
集团 A与集团 B根据 2017年框架协议拟进行的交易的过往交易金额如下：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
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
止(3)2017年框架协议持续关连交易的性质

截至 12月 31日止年度交易
2018年(1)(2) 2019年(1)(2)
（百万美元） （百万美元） （百万美元）

第一类持续关连交易 561.8 607.5 511.7
第二类持续关连交易 84.5 73.1 71.3
第三类持续关连交易 0.3 0.1 0.1
第四类持续关连交易 — 195.9 302.1
第五类持续关连交易 — — —
第六类持续关连交易 7.4 30.1 52.3

附注：
(1)指集团 A与集团 B之间分别于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和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止年度所有交易的金额。
(2)经审计。
(3)未经审计。
（二）全年上限
中芯北方框架协议项下的持续关连交易全年上限列示如下：

中芯北方框架协议项下的持续关连交易性质
截至 12月 31日止年度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百万美元） （百万美元） （百万美元）

第一类持续关连交易 1,600 1,800 1,800
第二类持续关连交易 200 200 200
第三类持续关连交易 200 200 200
第四类持续关连交易 200 200 200
第五类持续关连交易 100 100 100
第六类持续关连交易 1,000 1,000 1,000

至于第六类持续关连交易，截至 2021年、2022年和 2023年 12月 31日止各年的全年上限均为 1,000百万美元。这
些全年上限分为(i)有关可由本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中芯北方金融负债最高金额的 990 百万美元（「结余上限」）
和(ii)中芯北方作为有关担保的代价而应付的费用 10百万美元（「担保费用上限」），而结余上限和担保费用上限按以下
方式厘定：

a)结余上限 990百万美元主要基于中芯北方于截至 2021年、2022年及 2023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未来资本开支
和融资需要确定；和

b) 截至 2021年、2022年和 2023年 12月 31日止各年的担保费用上限 10百万美元基于结余上限 990 百万美元和
最高 1.0%的担保费用收费率确定。 该收费率参考属独立第三方的商业银行提供的收费报价厘定。

确定全年上限时，本公司已考虑不同因素，包括中芯北方自 2013 年 6 月成立以来，其业务运营的增长和扩充，预
计中芯北方将继续扩大产能，并与现有客户紧密合作和开发新客户和产品。 本公司亦已考虑本公司与中芯北方之间就
中芯北方框架协议项下的持续关连交易的过往交易金额， 以及鉴于半导体产业当前的市场情况和技术能力而对进行
中芯北方框架协议项下的持续关连交易的预计以及本公司的未来业务计划等合理因素。

三、进行中芯北方框架协议项下的持续关连交易的理由及益处
中芯北方框架协议项下的持续关连交易实质为根据 2017年框架协议进行的交易的延展。
中芯北方运营一间具备 28纳米及 40纳米制程产能的 12英寸晶圆厂。 因 28纳米及 40纳米产品的市场需求持续

增长，本公司 28纳米及 40纳米制程生产将继续分配至中芯北方，以确保满足本集团日后的晶圆生产需要。
国内的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迅速，客户需求旺盛。 随着中芯北方的技术平台不断扩展和完善，中芯北方继续扩充产

能以满足市场需求。 与 2018年年末相比， 中芯北方的 12英寸晶圆的产能于 2019年年末增长 24%至 41,000片/月；而
与 2019年年末相比，中芯北方的 12英寸晶圆产能于 2020年上半年期末增长 22%至 50,000片/月。 在中芯北方框架协
议项下的持续关连交易贯穿了生产的不同环节，与中芯北方的持续合作有助本公司满足客户的需求，同时提升盈利能
力。 此外，本公司可凭借中芯北方的产能，以具资本效益的方式运用其技术进而扩充本集团的产能。

本公司与中芯北方的业务伙伴关系将有助集成电路设计公司消除一些与引进和生产制程相关的重复工作， 从而
减少产品投放市场的时间及双方的运营开支。 随着其产能扩充和持续创新，本公司相信可提升其行业地位并从规模经
济的增长中受益。

董事（不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他们将于考虑独立财务顾问的建议后提供意见）认为，中芯北方框架协议的条款
（包括全年上限）公平合理，且订立中芯北方框架协议及据此拟进行的中芯北方框架协议项下的持续关连交易按一般
商业条款或更佳条款，于本集团正常和一般业务过程中订立，并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四、香港上市规则的涵义
在本公告日期，国家集成电路基金透过其全资子公司鑫芯（香港）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约 10.36%股权，故其根

据香港上市规则于发行人层面上是本公司的关连人士。 本集团和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分别持有中芯北方注册资本约
51%及 32%，因此，中芯北方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 14A.16 条的定义是本公司的关连子公司，故其根据香港上市规则是
本公司的关连人士。

由于第一类持续关连交易、第二类持续关连交易、第三类持续关连交易、第四类持续关连交易和第六类持续关连
交易的全年上限的一个或多个适用百分比率为 5%或以上，因此，有关交易将构成香港上市规则第 14A 章项下的不获
豁免持续关连交易。 因此，中芯北方框架协议须遵守香港上市规则第 14A章有关申报、公告和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

由于第五类持续关连交易的全年上限的适用百分比率大于 0.1%， 但低于 5%， 有关交易须遵守香港上市规则第
14A章有关申报、公告和年度审计的规定，但豁免遵守独立股东批准规定。

由于第四类持续关连交易的全年上限的适用百分比率大于 5%，但低于 25%，第四类持续关连交易亦构成本公司
的须予披露交易，须遵守香港上市规则第 14章有关申报和公告规定。

根据香港上市规则，本公司已成立独立董事委员会，就中芯北方框架协议（包括中芯北方框架协议项下的持续关
连交易和全年上限）向独立股东提供建议和意见，并就如何表决向独立股东提供建议。

本公司已任命大有融资有限公司为独立财务顾问，就中芯北方框架协议（包括中芯北方框架协议项下的持续关连
交易和全年上限）向独立董事委员会及独立股东提供建议。

五、一般资料
本公司将在临时股东大会上向独立股东提呈普通决议案，以批准中芯北方框架协议（包括中芯北方框架协议项下

的持续关连交易和中芯北方框架协议项下的持续关连交易全年上限）。
由于国家集成电路基金是本公司的关连人士，其全资子公司鑫芯（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之其他联系人（定义见

香港上市规则）将就批准中芯北方框架协议和据此拟进行任何交易的普通决议案放弃表决。 除鑫芯（香港）投资有限公
司和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其他联系人外，并无其他股东将须于股东特别大会上就此决议案放弃表决。

由于最后确定股东大会资料内容需要时间，故本公司预期于 2020年 10月 20日或前后向股东寄发股东大会资料。
股东大会资料载有（其中包括）：(i)中芯北方框架协议的进一步详情；(ii)独立董事委员会致独立股东的函件；(iii)独立财
务顾问致独立董事委员会和独立股东的建议函件；及(iv)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通告。

并无董事于授权中芯北方框架协议的董事会会议当日被视为于中芯北方框架协议拥有重大利益而须于有关董事
会会议放弃表决。

六、有关订约方的资料
（一）有关本公司的资料
中芯国际和其控股子公司是世界领先的集成电路晶圆代工企业之一，也是中国内地技术最先进、配套最完善、规

模最大、跨国经营的集成电路制造企业集团，提供 0.35微米到 14纳米不同技术节点的晶圆代工与技术服务。本集团总
部位于上海，拥有全球化的制造和服务基地。 在上海建有一座 300mm 晶圆厂和一座 200mm 晶圆厂，以及一座控股的
300mm先进制程晶圆厂；在北京建有一座 300mm晶圆厂和一座控股的 300mm 先进制程晶圆厂；在天津和深圳各建有
一座 200mm晶圆厂；在江阴有一座控股的 300mm凸块加工合资厂。 本集团还在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台湾设立行销
办事处、提供客户服务，同时在香港设立了代表处。

（二）有关中芯北方的资料
中芯北方为根据日期为 2013 年 6 月 3 日的合营协议在中国成立的合营公司， 其注册资本分别由中芯北京拥有

12.5%、中芯集电拥有 13%、中芯控股拥有 25.5%和国家集成电路基金拥有 32%。 余下中芯北方的注册资本由中关村发
展集团、工业发展投资管理公司、北京集成电路制造子基金和亦庄国投持有（均无拥有中芯北方 10%或以上的注册资
本）。 中芯北方主要从事制造和买卖半导体产品的业务。

于 2014年 9月注册成立的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主要透过股权投资于集成电路产业的价值链进行投资，其中以集成
电路芯片生产、芯片设计、封装测试以及设备及材料为主。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有 16名基金投资者。 有关国家集成电路
基金股东的进一步详情，请参阅本公司日期为 2020年 6月 6日的通函。

中关村发展集团是北京市委市政府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工业发展投资管理公司是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最终实益拥有人是北京市政府。
北京集成电路制造子基金是北京市政府于中国发起的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
亦庄国投是一家就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而成立的国有投资公司， 提供创新金融服务以回应发展需

要。
有关中芯北方股东的进一步详情，请参阅本公司日期为 2017年 9月 13日的通函。
七、释义
于本公告内，除文义另有所指外，下列词汇具有以下涵义：

「2017年框架协议」 指
本公司（代表其本身及其子公司（中芯北方及其子公司除外））与中芯
北方（代表其本身及其子公司） 于 2017 年 12 月 6 日就有关货品供
应、提供或接受服务、资产出租、资产转移、提供技术授权或许可以及
提供担保订立的框架协议，协议将于 2020年 12月 31日期满；

「全年上限」 指
有关各类中芯北方框架协议项下的持续关连交易（详情载于上文「全
年上限和厘定基准 — 全年上限」一节内）就截至 2021 年、2022 年及
2023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建议年度上限；

「联系人」 指 具有香港上市规则赋予的涵义；

「北京集成电路制造子基金」 指 北京集成电路制造和装备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一家根据中国
法律成立的公司；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 指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成立
的公司；

「本公司」或「中芯国际」 指
Semiconductor�Manufacturing�International�Corporation（中芯国际集成
电路制造有限公司），一家于开曼群岛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
于联交所主板及上交所科创板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亦庄国投」 指 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成立的有限责
任公司；

「临时股东大会」 指 本公司拟举行以批准（其中包括） 中芯北方框架协议的临时股东大
会；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和其子公司；
「集团 A」 指 本公司及 /或其子公司（中芯北方及其子公司除外）；
「集团 B」 指 中芯北方及 /或其子公司；
「工业发展投资管理公司」 指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成立的公司；

「独立董事委员会」 指 成员包括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董事会独立委员会，除身为股东（如
适用）外，他们于中芯北方框架协议并无任何直接或间接利益；

「独立财务顾问」 指

大有融资有限公司， 根据香港法例第 571 章证券及期货条例获准从
事第一类（证券交易）和第六类（就机构融资提供意见）受规管活动的
持牌法团，为本公司任命的独立财务顾问，负责就中芯北方框架协议
和中芯北方框架协议项下的持续关连交易向独立董事委员会和独立
股东提供建议；

「独立股东」 指 就中芯北方框架协议而言，鑫芯（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和国家集成电
路基金其他联系人以外的股东；

「香港上市规则」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0.004美元的普通股；

「中芯北京」 指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北京）有限公司，按照中国法律成立的外商
独资企业和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中芯控股」 指 中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按照中国法律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本公
司全资子公司；

「中芯集电」 指 中芯集电投资 (上海)�有限公司，按照中国法律成立的外商独资企业
和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中芯北方」 指 中芯北方集成电路制造（北京）有限公司，一家根据日期为 2013 年 6
月 3日的合营协议按照中国法律成立的公司；

「中芯北方框架协议」 指
本公司（代表其本身及其子公司（中芯北方除外））与中芯北方（代表
其本身及其子公司）于 2020年 9 月 2 日就中芯北方框架协议项下的
持续关连交易订立的框架协议；

「中芯北方框架协议项下的持
续关连交易」 指

根据中芯北方框架协议拟进行的不获豁免持续关连交易， 包括第一
类持续关连交易、第二类持续关连交易、第三类持续关连交易、第四
类持续关连交易、第五类持续关连交易和第六类持续关连交易；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第一类持续关连交易」 指 根据中芯北方框架协议拟进行的交易，有关购销商品；
「第二类持续关连交易」 指 根据中芯北方框架协议拟进行的交易，有关提供或接受服务；
「第三类持续关连交易」 指 根据中芯北方框架协议拟进行的交易，有关资产出租；
「第四类持续关连交易」 指 根据中芯北方框架协议拟进行的交易，有关资产转移；
「第五类持续关连交易」 指 根据中芯北方框架协议拟进行的交易，有关提供技术授权或许可；
「第六类持续关连交易」 指 根据中芯北方框架协议拟进行的交易，有关提供担保；
「中关村发展集团」 指 中关村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按照中国法律成立的公司。

特此公告。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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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定期报告、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
往来情况汇总表的补充披露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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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次对定期报告、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的补充披露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产生影响。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8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舍

得酒业关于自查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的提示性公告》,由于对四川省蓬溪县蓬山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蓬山酒业”）是公司关联方存在认定偏差，导致公司 2017年以来未能及时披露蓬山酒业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关联方
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现将 2017年以来的定期报告及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进行补
充披露，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 2017年至 2019年定期报告的补充披露：
（一）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第十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4.其他关联方情况披露不完整，现补充披露如下：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企业关系
四川天华包装有限公司 受同一控股股东及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天洋电器有限公司 受同一控股股东及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四川省蓬溪县蓬山酒业有限公司 受同一控股股东及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二）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第十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5. 关联方交易情况（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
联交易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表披露不完整，现补充披露如下：

关联方 关联方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四川天华包装有限公司 水电、劳务等 32,869.61 46,761.58
四川天马玻璃有限公司 水电、服务、劳务等 5,102,483.80 8,597,568.08
天洋电器有限公司 酒类销售 6,974,844.43
四川省蓬溪县蓬山酒业有限公司 零星材料销售 221,555.50

合计 12,331,753.34 8,644,329.66
（三）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第十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4.其他关联方情况披露不完整，现补充披露如下：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企业关系

四川天华包装有限公司 受同一控股股东及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2017 年 7
月不再属于本公司关联方）

四川沱牌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受同一控股股东及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四川天马玻璃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2017 年 12 月纳入合并范围，本年关联采购及
销售不包含 2017年 12月数据）

天洋电器有限公司 受同一控股股东及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北京天洋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受同一控股股东及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天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受同一控股股东及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天融（迁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受同一控股股东及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河北天融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受同一控股股东及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天洋文化发展无锡有限公司 受同一控股股东及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三河天洋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受同一控股股东及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河北天融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受同一控股股东及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天洋地产（迁安）有限公司 受同一控股股东及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唐山天洋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受同一控股股东及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北京北花园置业有限公司 受同一控股股东及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梦东方（涿州）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受同一控股股东及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三河天洋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受同一控股股东及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梦东方（天津）有限公司 受同一控股股东及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梦东方（江苏）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受同一控股股东及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湖南梦东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受同一控股股东及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梦东方（嘉兴）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受同一控股股东及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梦东方未来世界（三河）娱乐有限公司 受同一控股股东及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梦东方电影有限公司 受同一控股股东及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秦皇岛致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受同一控股股东及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北京天洋基业投资有限公司 受同一控股股东及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四川太平洋药业有限公司 受同一控股股东及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北京运河壹号置业有限公司 受同一控股股东及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四川省蓬溪县蓬山酒业有限公司 受同一控股股东及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四）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第十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5.关联交易情况（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

易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表披露不完整，现补充披露如下：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四川天马玻璃有限公司 采购包装物 4,383,323.10 22,439,994.48
四川天华包装有限公司 *1 采购包装物 15,832,222.58 41,303,050.08
北京天洋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服务 1,886,792.45
四川省蓬溪县蓬山酒业有限公司 采购酒类商品 1,102,180.70

合计 23,204,518.83 63,743,044.56
（五）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第十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5.关联交易情况（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

易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表披露不完整，现补充披露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四川天华包装有限公司 水电、劳务等 27,948.17 87,756.46
四川天马玻璃有限公司 水电、服务、劳务等 9,357,340.17 12,542,219.51
四川天马玻璃有限公司 酒类销售 152,250.00
天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酒类销售 1,380,964.12
天洋电器有限公司 酒类销售 17,688,674.40 14,714,658.04
四川沱牌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材料销售 56,817.55
四川沱牌舍得集团有限公司 材料销售 242,112.17
天融（迁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酒类销售 15,415.39
河北天融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酒类销售 20,461.52
天洋文化发展无锡有限公司 酒类销售 41,415.40
三河天洋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酒类销售 18,676.92
河北天融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酒类销售 103,312.83
天洋地产（迁安）有限公司 酒类销售 68,041.03
唐山天洋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酒类销售 28,358.98
北京北花园置业有限公司 酒类销售 102,628.22
梦东方（涿州）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酒类销售 59,517.95
三河天洋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酒类销售 211,517.94
梦东方（天津）有限公司 酒类销售 34,830.76
梦东方（江苏）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酒类销售 115,294.88
湖南梦东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酒类销售 103,364.10
梦东方（嘉兴）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酒类销售 128,094.87
梦东方未来世界（三河）娱乐有限公司 酒类销售 19,446.16
北京天洋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酒类销售 714,394.88
梦东方电影有限公司 酒类销售 3,323.08
秦皇岛致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酒类销售 59,292.31
北京天洋基业投资有限公司 酒类销售 253,202.54
四川太平洋药业有限公司 酒类销售 118,153.84
北京运河壹号置业有限公司 酒类销售 529,753.86
四川省蓬溪县蓬山酒业有限公司 材料销售 580,715.99
合计 32,235,320.03 27,344,634.01

（六）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第十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4.其他关联方情况披露不完整，现补充披露如下：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企业关系

四川天华包装有限公司 受同一控股股东及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2017 年 7
月开始不再属于本公司关联方）

四川天马玻璃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2017年 12 月纳入合并范围后关联采购及销售
不包含 2017年 12月数据）

四川沱牌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天洋电器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北京天洋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天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天融（迁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河北天融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其他关联方

天洋文化发展无锡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三河天洋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河北天融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天洋地产（迁安）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唐山天洋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梦东方（涿州）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三河天洋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梦东方（天津）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梦东方（江苏）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湖南梦东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梦东方（嘉兴）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梦东方未来世界（三河）娱乐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梦东方电影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秦皇岛致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北京天洋基业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四川太平洋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关联方

北京运河壹号置业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北京芥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梦东方星际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天洋房地产（三河）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天洋置地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天洋地产（唐山）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梦东方（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北京北花园置业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天融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嘉善天融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湖南天融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梦东方（无锡）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北京天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北京新农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北京天洋蜂巢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天融东方（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北京天洋蜂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四川省蓬溪县蓬山酒业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七）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第十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5.关联交易情况（5）关联方资金拆借披露不完整，现补充

披露如下：
2018年四川沱牌舍得营销有限公司累计支付关联方四川省蓬溪县蓬山酒业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 37,000,000.00

元，累计收回关联方四川省蓬溪县蓬山酒业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 37,000,000.00 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四川沱
牌舍得营销有限公司与四川省蓬溪县蓬山酒业有限公司往来余额为 0.00元。

(八)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第十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4.其他关联方情况披露不完整，现补充披露如下：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企业关系

四川沱牌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天洋电器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北京北花园置业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四川太平洋药业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天洋置地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湖南天融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梦东方星际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北京天洋国际控投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天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天融（迁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河北天融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其他关联方

天洋文化发展无锡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三河天洋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河北天融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天洋地产（迁安）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唐山天洋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梦东方（涿州）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梦东方（天津）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梦东方（江苏）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湖南梦东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梦东方（嘉兴）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梦东方未来世界（三河）娱乐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北京天洋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梦东方电影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秦皇岛致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北京天洋基业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四川省蓬溪县蓬山酒业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九）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第十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5.关联交易情况（5）关联方资金拆借披露不完整，现补

充披露如下：
根据 2019年 1月 3日四川沱牌舍得营销有限公司与四川省蓬溪县蓬山酒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2019 年

1 月 1 日到 6 月 30 日， 四川沱牌舍得营销有限公司累计支付关联方四川省蓬溪县蓬山酒业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
796,561,010.00元， 累计收回关联方四川省蓬溪县蓬山酒业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 796,561,010.00 元。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日，四川沱牌舍得营销有限公司与四川省蓬溪县蓬山酒业有限公司往来余额为 0.00元。

（十）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第十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4.其他关联方情况披露不完整，现补充披露如下：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企业关系

四川沱牌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四川太平洋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关联方

四川射洪沱牌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关联方

天洋电器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北京天洋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天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天融（迁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天融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其他关联方

天洋文化发展无锡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三河天洋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河北天融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天洋地产（迁安）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唐山天洋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梦东方（涿州）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三河天洋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梦东方（天津）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梦东方（江苏）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湖南梦东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梦东方（嘉兴）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梦东方未来世界（三河）娱乐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梦东方电影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秦皇岛致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北京天洋基业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北京运河壹号置业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北京芥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梦东方星际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天洋房地产（三河）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天洋置地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天洋地产（唐山）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梦东方（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北京北花园置业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天融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嘉善天融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湖南天融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梦东方（无锡）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北京新农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北京天洋蜂巢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天融东方（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北京天洋蜂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秦皇岛天洋电器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秦皇岛天洋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秦皇岛天洋贸易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四川省蓬溪县蓬山酒业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十一）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第十二、关联方及关联方交易 5.关联交易情况（5）关联方资金拆借披露不完整，现

补充披露如下：
补充披露前：第十六、其他重要事项 8.其他
本公司之子公司舍得营销公司与蓬山酒业公司资金往来情况
根据 2019年 1 月 3 日舍得营销公司与蓬山酒业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2019 年，舍得营销公司与蓬山酒业公司

多次发生资金往来业务，蓬山酒业公司年度平均资金往来使用额约为 5.4 亿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舍得营销公
司其他应付蓬山酒业公司 100元。

舍得营销公司与蓬山酒业公司于 2020年 1月 1日至本报告经董事会批准报出日的蓬山酒业公司平均资金往来使
用额约为 4.4亿元；截至本报告经董事会批准报出日，舍得营销公司与蓬山酒业公司往来余额为 0.00元。

补充披露后：第十二、关联方及关联方交易 5.关联交易情况（5）关联方资金拆借：
根据 2019 年 1 月 3 日四川沱牌舍得营销有限公司与四川省蓬溪县蓬山酒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2019

年， 四川沱牌舍得营销有限公司累计支付关联方四川省蓬溪县蓬山酒业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 2,157,561,021.00 元，
累计收回关联方四川省蓬溪县蓬山酒业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 2,157,561,121.00 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四
川沱牌舍得营销有限公司应付四川省蓬溪县蓬山酒业有限公司 100.00 元。

2020年 1月 1日至 2019年年度报告经董事会批准报出日，四川沱牌舍得营销有限公司累计支付关联方四川省蓬
溪县蓬山酒业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 907,400,610.00 元（含资金占用费 27,400,000.00 元），累计收回关联方四川省蓬
溪县蓬山酒业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 907,400,510.00 元，；截至 2019年年度报告经董事会批准报出日，四川沱牌舍得
营销有限公司与四川省蓬溪县蓬山酒业有限公司往来余额为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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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 2017年至 2019年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的补充披露：
（一）公司《2017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披露不完整，现补充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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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期初往来
资金余额

2017年度往来累计发
生金额（不含利息）

2017年度往来资金
的利息（如有）

2017年度偿还累计
发生金额

2017年期末往来
资金余额

占用形成原
因 占用性质

现大股东及其附属企
业

四川沱牌舍得集团有限公司 母公司 其他应付款 41,767,800.00 -41,767,800.00 非公开发行
认购保证金 非经营性往来

天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母公司之控股股东 其他应付款 28,185,599.82 -28,185,599.82 非公开发行
认购保证金 非经营性往来

小计 69,953,399.82 -69,953,399.82
前大股东及其附属企
业 无

小计 -
总计 - 69,953,399.82 -69,953,399.82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天洋电器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1,768,392.72 20,825,390.00 19,087,362.03 -30,364.75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天洋电器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其他应付款 -382,874.00 -145,197.40 -237,676.60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北京天洋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付账款 1,886,792.45 -1,886,792.45 接受劳务 经营性往来
四川沱牌舍得集团有限公司 母公司 应收账款 283,271.24 283,271.24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四川沱牌舍得集团有限公司 母公司 其他应收款 9,523.81 20,000.00 29,523.81 关联租赁 经营性往来
四川沱牌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母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66,476.53 66,476.53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天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母公司之控股股东 应收账款 1,615,728.02 1,615,728.02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天融（迁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18,036.01 18,036.01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河北天融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23,939.98 23,939.98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天洋文化发展无锡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48,456.02 48,456.02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三河天洋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21,852.00 21,852.00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河北天融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120,876.01 120,876.01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天洋地产（迁安）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79,608.01 79,608.01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唐山天洋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33,180.01 33,180.01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北京北花园置业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120,075.02 120,075.02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梦东方（涿州）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69,636.00 69,636.00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三河天洋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247,475.99 247,475.99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梦东方（天津）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40,751.99 40,751.99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梦东方（江苏）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134,895.01 134,895.01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湖南梦东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120,936.00 120,936.00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梦东方（嘉兴）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149,871.00 149,871.00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梦东方未来世界（三河）娱乐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22,752.01 22,752.01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北京天洋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835,842.01 835,842.01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梦东方电影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3,888.00 3,888.00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秦皇岛致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69,372.00 69,372.00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北京天洋基业投资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296,246.97 296,246.97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四川太平洋药业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138,239.99 138,239.99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北京运河壹号置业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619,812.02 619,812.02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四川省蓬溪县蓬山酒业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747,896.91 747,896.91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四川天华包装有限公司 *1 控股股东子公司四川绵阳西蜀包
装制品有限公司之子公司 应付账款 -17,730,076.26 19,017,156.66 23,191,043.56 -13,556,189.36关联采购 经营性往来

小计 - - - -19,871,819.17 47,533,256.44 48,237,044.13 -15,711,023.16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
其附属企业 四川太平洋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 全资子公司 /同一控制方控制的

其他企业 其他应收款 54,176,419.70 23,695,196.80 833,311.87 78,704,928.37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小计 - - - 54,176,419.70 23,695,196.80 833,311.87 78,704,928.37

关联自然人

小计 - - -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
企业

小计 - - -
总计 - - - 34,304,600.53 71,228,453.24 833,311.87 126,941,972.50 -15,711,023.16

（二）公司《2018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披露不完整，现补充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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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期初占用资
金余额

2018年度占用累计发生
金额（不含利息）

2018年度占用资金的
利息（如有）

2018年度偿还累计
发生金额

2018年期末占用资
金余额 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

现大股东及其附
属企业

四川沱牌舍得集团有限公司 母公司 其他会计科目 -41,767,800.00 41,767,800.00 非公开发行认
购保证金

非经营性往
来

天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母公司之控股股东 其他会计科目 -28,185,599.82 28,185,599.82 非公开发行认
购保证金

非经营性往
来

小计 -69,953,399.82 69,953,399.82
前大股东及其附
属企业

小计 - - -
总计 - - - -69,953,399.82 69,953,3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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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期初往来资

金余额
2018年度往来累计发生

金额（不含利息）
2018年度往来资金的

利息（如有）
2018年度偿还累计

发生金额
2018年期末往来资

金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

大股东及其附属
企业

天洋电器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30,364.75 24,710,220.18 20,994,466.00 3,685,389.43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河北天融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北京
分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预付款项 1,910,748.00 1,460,099.88 450,648.12物业费 经营性往来

四川沱牌舍得集团有限公司 母公司 应收账款 436,860.00 436,860.00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四川沱牌舍得集团有限公司 母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000.00 20,000.00 关联租赁 经营性往来
四川沱牌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母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13,998.37 13,998.37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天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母公司之控股股东 应收账款 130,920.00 130,920.00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天融（迁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19,776.00 19,776.00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河北天融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北京
分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96,960.00 96,960.00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大股东及其附属
企业

天洋文化发展无锡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96,708.00 96,708.00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三河天洋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61,236.00 61,236.00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河北天融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162,876.00 162,876.00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天洋地产（迁安）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204,816.00 204,816.00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唐山天洋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21,480.00 21,480.00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北京北花园置业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3,960.00 3,960.00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北京北花园置业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其他会计科目 8,788,749.00 8,788,749.00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北京北花园置业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其他会计科目 15,666,746.00 11,750,058.00 3,916,688.00租金 经营性往来
北京芥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其他应收款 4,407.00 4,407.00 其他 经营性往来
梦东方（涿州）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335,892.00 335,892.00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三河天洋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2,681,652.00 2,681,652.00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梦东方（天津）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107,460.00 107,460.00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梦东方（江苏）文化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121,164.00 121,164.00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湖南梦东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376,068.00 376,068.00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梦东方（嘉兴）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137,520.00 137,520.00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梦东方未来世界（三河）娱乐有限
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57,552.00 57,552.00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大股东及其附属
企业

北京天洋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611,460.00 611,460.00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梦东方电影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18,456.00 18,456.00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秦皇岛致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196,200.00 196,200.00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北京天洋基业投资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517,044.00 517,044.00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北京运河壹号置业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9,900.00 9,900.00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天洋置地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326,916.00 160,020.00 166,896.00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天融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54,192.00 54,192.00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嘉善天融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6,300.00 6,300.00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湖南天融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6,120.00 4,140.00 1,980.00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天洋房地产（三河）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686,688.00 686,688.00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梦东方（无锡）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3,060.00 3,060.00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北京芥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30,084.00 30,084.00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北京天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母公司之控股股东 应收账款 67,320.00 67,320.00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梦东方星际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47,004.00 44,484.00 2,520.00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天洋地产（唐山）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12,960.00 12,960.00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北京新农投资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132,360.00 132,360.00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北京天洋蜂巢科技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17,460.00 17,460.00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大股东及其附属
企业

梦东方（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295,344.00 295,344.00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天融东方（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11,880.00 11,880.00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北京天洋蜂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1,020.00 1,020.00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四川省蓬溪县蓬山酒业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其他会计科目 37,000,000.00 37,000,000.00 资金拆借 非经营性往
来

小计 - - - -30,364.75 96,219,536.55 79,176,301.25 17,012,870.55
上市公司的子公
司及其附属企业

小计 - - -

关联自然人

小计 - - -
其他关联方及其
附属企业

小计 - - -
总计 - - - -30,364.75 96,219,536.55 79,176,301.25 17,012,870.55

（三）公司《2019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披露不完整，现补充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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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期初占用
资金余额

2019年度占用累计发
生金额（不含利息）

2019年度占用资
金的利息（如有）

2019年度偿还累计
发生金额

2019年期末占用资金
余额

占用形成原
因 占用性质

现大股东及其附
属企业

小计
前大股东及其附
属企业

小计
总计

其它关联资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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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期初占用

资金余额
2019年度占用累计发
生金额（不含利息）

2019年度占用资
金的利息（如有）

2019年度偿还累计
发生金额

2019年期末占用资金
余额

往来形成原
因 往来性质

大股东及其附属
企业

天洋电器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3,685,389.43 23,818,758.76 24,210,240.00 3,293,908.19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天融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预付款项 450,648.12 450,648.12 物业费 经营性往来
四川沱牌舍得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应收账款 259,986.56 259,986.56 销售材料 经营性往来
四川射洪沱牌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550,000.00 550,000.00 关联租赁 经营性往来
四川沱牌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7,522.45 7,522.45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北京北花园置业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其他会计科目 8,788,749.00 660.00 8,789,409.00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北京北花园置业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其他会计科目 3,916,688.00 50,171,636.69 18,780,984.90 35,307,339.79租金及物业
费 经营性往来

天洋置地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166,896.00 166,896.00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湖南天融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1,980.00 1,980.00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梦东方星际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应收账款 2,520.00 2,520.00 关联销售 经营性往来

四川省蓬溪县蓬山酒业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其他会计科目 2,157,561,021.00 2,157,561,121.00 -100.00资金拆借 非经营性往
来

小计 - - - 17,012,870.55 2,232,369,585.46 2,201,823,023.03 47,559,432.98
上市公司的子公
司及其附属企业

小计 - - -

关联自然人

小计 - - -
其他关联方及其
附属企业

小计 - - -
总计 - - - 17,012,870.55 2,232,369,585.46 2,201,823,023.03 47,559,432.98

除上述的补充披露外，公司定期报告、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上述补充披露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