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色牡丹 2003” 

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 

申购公告 

发起人：深圳市广杰贸易有限公司 

    承销人：深圳市承运达投资有限公司 

    交易场所：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 

 
相关方声明 

本公告的目的仅为向申购方提供有关本次深圳市广杰贸易有限公司在上海国际酒

业交易中心发起“四色牡丹 2003”酒品申购的相关情况，公告同时刊载在上海国际酒

业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心”）官方网站。客户在作出申购之前，请仔细阅读本

公告全文。发起人、承销人承诺本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公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连带的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发起人深圳市广杰贸易有限公司及承销人深圳市承运达投资有限公司根据《上海国

际酒业交易中心交易规则》、《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老酒交易细则》和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发起“四色牡丹 2003”酒品交易。除了本次申购活

动外，“四色牡丹 2003”酒品交易相关活动还包括申请、评审、征集、入库、挂牌交易

等内容。请广大客户认真阅读本公告，并密切关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官方网站

www.siwe.com.cn 公布的相关信息。本公告中的“酒品”均指“四色牡丹 2003”。 
 

一、概述 
1. 根据《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会员管理办法》，2015 年 12 月，深圳市广杰贸易

有限公司向交易中心提交了会员申请资料，经过交易中心审核通过，获得了在交易中心

发起老酒托管交易的资质；2016 年 3 月，深圳市承运达投资有限公司向交易中心提交

了会员申请资料，经过交易中心审核通过，获得了协助发起老酒交易的资质。 
 
2016 年 2 月 24 日，交易中心组织了“四色牡丹 2003”评审会。经本次酒品评审

委员会一致决议，通过本次酒品评审。 
 
交易中心定于 2016 年 3 月 23 日开放申购“四色牡丹 2003”。 
 
2. 本次参与申购对象为国内外对老酒感兴趣的社会公众。 
  
3. 网上申购重要事项 

酒品全称 西凤四色牡丹酒（2003年） 

酒品名称 四色牡丹 2003 

酒品代码 800004 

规格 500ml/瓶，6瓶/箱 



 

出品人 陕西西凤酒股份有限公司 

发起人 深圳市广杰贸易有限公司 

承销人 深圳市承运达投资有限公司 

报价单位 元/500ml（瓶） 

报价货币 人民币 

酒品类别 白酒 

酒精度 48%vol  

托管入库标准 
原厂玻璃瓶包装，商标完整、瓶盖未开启且为 2003年生产，

经原产酒厂派出的评鉴专家检验确认为原厂生产。 

酒类追溯码 

每瓶"四色牡丹 2003"均加贴具有唯一性的上海国际酒业交

易中心酒类追溯码，客户可通过交易中心网站查询酒品信

息，验证酒品真伪。 

托管酒品总量 5000瓶 

发起人托管量 5000瓶，其中 10%供申购、3%用于承销人包销 

申购数量 500瓶 

申购价格 200元/瓶 

承销人包销数量 首批包销 150瓶，申购不足部分由承销人以包销价全数收购 

承销人包销价 同申购价 

定向配售 无 

申购时间 2016年 3月 23日 9:30至 15:00 

每交易账户最小申购量 243（瓶） 

每交易账户最小申购资金 50058元（含申购费） 

申购次数 1次，不可重复申购 

超额申购抽签方式 
按申购者的实际申购资金占全部申购资金的比例分配抽签

号，抽签决定申购结果。 

摇号中签日期 2016年 3月 24日 

酒品登记日期 2016年 3月 24日 

申购未中签资金解冻日 2016年 3月 25日 

挂牌交易起始日 2016年 3月 25日 

涨跌限幅 
为上一交易日收盘价的 10%，挂牌交易首日涨跌限幅为申购

价的 30%。 

最小变动价位 0.01元 

交易时间 
每周一至周五（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 9:30—11:30、

下午 1:00—3:00 

指定仓库 上海商业储运有限公司 

最小提货单位 1瓶 

仓储费、保险费 
2016 年 9 月 30 日前由发起人支付，2016 年 10 月 1 日以后

由酒品持有人根据交易中心公布的收费标准支付。 

发起人交易限制 

酒品开始挂牌交易后三个月内，每月减持不超过发起人托管

量的 5％；酒品开始挂牌交易之日起至挂牌交易满一年期间

内，发起人减持量不得超过发起人托管量的 70％（但因公

开市场活动而转让或过户酒品的除外，公开市场活动发生的

酒品过户和转让总量不超过发起人托管量的 10%）。 



 

回购条款 

酒品开始挂牌交易后一个月内，发起人承诺收购全部其他持

有人按低于申购价 150%的价格挂牌卖出的“四色牡丹

2003”。发起人已向交易中心支付了足额的保证金作为回购

义务的担保。 

 
本公告仅对本次申购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对本次申购的酒品不构成购买建议。更

多信息请客户密切关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官方网站相关信息。 
 

二、客户申购流程 
第一步：个人持身份证（机构或法人持营业执照、机构代码证、开户许可证、税务

登记证正本等银行规定的相关资料）前往结算银行开立资金账户，并办理网上银行业务； 
第二步：登录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官方网站（www.siwe.com.cn）“在线开户”

系统，按步骤填写资料。 
 
 

选择经纪会员 
 
 
 
 

阅读并确认《客户须知》 
 
 

签订《经纪合同》 
 
 

填写《开户申请表》 
 
 

提交并注册 
 
 
 
 

客户既可以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官方网站（www.siwe.com.cn）“在线开户”

系统自助开户，也可以在经纪会员处开户。 
第三步：客户持相关开户资料至结算银行或通过网上银行，办理银商转账业务。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在招商银行的识别代码：999209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在工商银行的识别代码：00001137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在中国银行的识别代码：01000001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在民生银行的识别代码：31010001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在建设银行的识别代码：3100000102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在中信银行的识别代码：10250000 
第四步：客户开通银商转账后，登录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官方网站下载交易软件，

阅读并确认《风险告知书》 
 

 

 

 

获得交易账户代码、交易密码 
 



 

凭交易账户代码、交易密码即可参与酒品申购和交易。 
 

 
三、费用 

客户参与酒品申购、交易的过程中会产生以下费用： 
收费项目（收费对象） 费率 收费说明 

申购费 
（承销人、申购、定配客户） 

3% 
包销金额、成功申购金额、定向配

售金额的 3%（含经纪会员分成） 

交易手续费（买卖双方） 0.3% 
成交金额的 0.3%（含经纪会员分

成） 

仓单注册服务费 
仓单注销服务费 

5% 

注册/注销日前五个有成交记录的

交易日（含申购日，不足五个交易

日的按实际天数计算）加权平均价×
仓单注册/注销数量×5%（含经纪会

员分成） 

仓储费、保险费（持有人） 
2016 年 9 月 30 日前由发起人支付，2016 年 10 月

1日以后由酒品持有人根据交易中心公布的收费标

准支付。 

 
四、回购条款 

酒品开始挂牌交易后一个月内，发起人承诺收购全部其他持有人按低于申购价 150%

的价格挂牌卖出的“四色牡丹 2003”。发起人已向交易中心支付了足额的保证金作为回

购义务的担保。 
五、酒品征集 

发起人及承销人拟于“四色牡丹 2003”申购完成后三个月内向社会公众公开征集若

干数量的“四色牡丹 2003”，参与酒品征集的客户届时可按有关《征集公告》将所持“四

色牡丹 2003”送交交易中心办理评鉴、托管入库。所征集酒品中的 30%将按申购价（200
元/瓶）配售给征集前的酒品持有人，其余转为参与征集者的持仓，征集酒品将共同参

与后续的挂牌交易。具体征集数量、方式、配售分配方式等相关信息详见上海国际酒业

交易中心官方网站公布的有关《征集公告》。 
 
六、酒品介绍   

中国四大名酒西凤酒的一种，远在唐代就已列为珍品。史载西凤酒有“醇香典雅、

甘润挺爽、诸味协调、尾净悠长”特色。苏轼任职凤翔时，酷爱此酒，曾有“柳林酒，

东湖柳，妇人手”的诗句。 
牡丹花被拥戴为花中之王自古有之，是集高贵、典雅于一体，相关的文化和绘画作

品都很丰富。她是中国固有的特产花卉，有数千年的自然生长和两千多年的人工栽培历

史。其花大、形美、色艳、香浓，为历代人们所称颂，具有很高的观赏和药用价值。 
“四色牡丹 2003”以当地特产高粱为原料，用大麦、豌豆制曲。采用续渣发酵法工

艺，自有一套“6 窖”工序。蒸馏得酒后，再经 3 年以上的贮存，然后进行精心勾兑方

出厂。酒无色清亮透明，醇香芬芳，具有较浓郁的乙酸乙酯为主体的复合香型，清而不

淡，浓而不艳，风格独特，绵甜爽口，回味悠长。 
 
七、发起人、承销人及交易场所介绍 



 

1. 发起人——深圳市广杰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广杰贸易有限公司是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 B02 号发行会员。 

 
2. 承销人——深圳市承运达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承运达投资有限公司是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 8901 号承销会员。 
 
3. 交易场所——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是上海市政府特许设立的国际酒类公共交易平台，是上海市

政府推进“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一部分。交易中心全部采用酒品实物交易，不涉

及期货、权益（含份额）等虚拟交易，每一个交易单位均对应与之匹配的单件实物；宗

旨是为酒厂（酒庄）和高端酒品爱好者之间搭建一个安全、公开、公正、公平的交易平

台，为高端酒品的投资和二级流通提供一个有效畅通的市场。交易中心严格遵守独立第

三方原则，不直接或间接参与交易，保证投资环境的公平与公正。 
 

八、发起人、承销人联系方式 
发起人：深圳市广杰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丘兴发 
电话：13802572723 
 
承销人：深圳市承运达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雷玉杰  
电话：15889780555 
 

                                           发起人：深圳市广杰贸易有限公司 
承销人：深圳市承运达投资有限公司 

 
2016 年 3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