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泸州特曲 2007”

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

申购公告

发起人：梅州市梅县区仙醇酒类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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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市梅县区仙醇酒类经营部在上海国

际酒业交易中心发起“泸州特曲 2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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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起人梅州市梅县区仙醇酒类经营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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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特曲2007”酒品交易。除了本次申购

活动外，“泸州特曲 2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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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特曲 2007”。

一、概述

1. 根据《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会员管理办法》，2016年 5月，梅州市梅县区仙

醇酒类经营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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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0日，交易中心组织了“泸州特曲 2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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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28日开放申购“泸州特曲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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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泸州老窖精品特曲酒十年陈酿（2006、2007 年）

酒品名称 泸州特曲 2007

酒品代码 800009

规格 250ml/瓶，12瓶/箱



出品人 中国•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发起人 梅州市梅县区仙醇酒类经营部

承销人 深圳市承运达投资有限公司

报价单位 元/250ml（瓶）

报价货币 人民币

酒品类别 白酒

酒精度 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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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或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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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特曲 2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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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88 瓶

发起人托管量 11888 瓶,其中 10%供申购、3%用于承销人包销。

申购数量 1189 瓶

申购价格 175 元/瓶

承销人包销数量 首批包销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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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配售约定

发起人指定若干定向配售客户作为托管酒品的战略投资者。

发起人首批实际托管量中的 20%将于申购日以申购价战略

配售给战略投资者（即由战略投资者以申购价进行认购）。

战略配售价 同申购价

申购时间 2016 年 6月 28 日 9:30 至 15:00

每交易账户最小申购量 1（瓶）

每交易账户最小申购资金 18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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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29 日

酒品登记日期 2016 年 6月 29 日

申购未中签资金解冻日 2016 年 6月 30 日

挂牌交易起始日 2016 年 6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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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1 日前由发起人支付，2017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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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起人及战略投资者交易

限制

老酒开始挂牌交易后一个月内，发起人及各战略投资者每月

减持老酒的数量不得超过其申购完成时持有量的 10％；上



市之日起至上市满一年期间内，发起人及各战略投资者减持

老酒的数量均不得超过其申购完成时持有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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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特曲

2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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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并确认《风险告知书》

获得交易账户代码、交易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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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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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31日前由发起人支付，2017
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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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特曲2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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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特曲2007”申购完成后三个月内向社会公众公开征集若

干数量的“泸州特曲 2007”，参与酒品征集的客户届时可按有关《征集公告》将所持“泸

州特曲 2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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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元/瓶）配售给征集前的承销人、征集前的酒品持有人及符合一定条件的非战略定向配

售客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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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泸州老窖精品特曲酒十年陈酿 “泸州老窖”始创于明朝万历年间，距今已有四百

多年历史，享誉古今。泸州老窖精品特曲酒是“泸州老窖”系列产品之一，具有“醇香

浓郁，饮后尤香，绵甜柔和，回味怡畅”的风格，为泸州老窖特曲之精品。注册商标为



“泸州”牌，于一九九一年被评为“中国驰名商标”。

七、发起人、承销人及交易场所介绍

1. 发起人——梅州市梅县区仙醇酒类经营部

梅州市梅县区仙醇酒类经营部是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 B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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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市梅县区仙醇酒类经营部

联系人：廖运斌

电话：0753-2533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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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市梅县区仙醇酒类经营部

承销人：深圳市承运达投资有限公司

2016年 6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