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叶青 1998”
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
申购公告
发起人：梅州市梅江区敏达醇酒坊
承销人：上海衡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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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区敏达醇酒坊在上海国际酒
业交易中心发起“竹叶青 19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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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起人梅州市梅江区敏达醇酒坊及承销人上海衡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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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叶青 1998”酒品交易。除了本次申购活动外，
“竹叶青 19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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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叶青 1998”
。
一、概述
1. 根据《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会员管理办法》，2016 年 1 月，梅州市梅江区敏
达醇酒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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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2 月，上海衡民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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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2 月 11 日，交易中心组织了“竹叶青 19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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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8 日开放申购“竹叶青 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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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品名称
酒品代码
规格

竹叶青酒（1998 年）
竹叶青 1998
800002
250ml/瓶，24 瓶/箱

出品人
发起人
承销人
报价单位
报价货币
每瓶净含量
酒品类别
酒精度
托管入库标准
托管酒品总量
发起人托管量
申购数量
申购价格
承销人包销数量
承销人包销价
定向配售
申购时间
每交易账户最小申购量
每交易账户最小申购资金
申购次数
超额申购抽签方式
摇号中签日期
酒品登记日期
申购未中签资金解冻日
挂牌交易起始日
涨跌限幅
最小变动价位
交易时间
指定仓库
最小提货单位
仓储费、保险费

发起人交易限制

回购条款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梅州市梅江区敏达醇酒坊
上海衡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元/250ml（瓶）
人民币
250ml
调制酒（主要为汾酒）
45%vol
原厂玻璃瓶装，商标完整，生产日期清晰且瓶盖未开启，经
原产酒厂派出的评鉴专家检验确认为原厂生产。
13988 瓶
13988 瓶，其中 10%（向上取整）供申购、3%（向上取整）
用于承销人包销
1399 瓶
150 元/瓶
首批包销 420 瓶，申购不足部分由承销人以包销价全数收购
同申购价
无
2016 年 1 月 18 日 9:30 至 15:00
334（瓶）
51603 元（含申购费）
1 次，不可重复申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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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 月 19 日
2016 年 1 月 19 日
2016 年 1 月 20 日
2016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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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 元
每周一至周五（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上海商业储运有限公司
1瓶
2016 年 6 月 30 日前由发起人支付，2016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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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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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品开始挂牌交易后一个月内，发起人承诺以不低于申购价
149%的价格溢价收购全部“竹叶青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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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告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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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交易账户代码、交易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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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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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销金额、成功申购金额、定
申购费
向配售金额的 3%（含经纪会
3%
（承销人、申购、定配客户）
员分成）
成交金额的 0.3%（含经纪会
交易手续费（买卖双方）
0.3%
员分成）
注册/注销日前五个有成交记
录的交易日（含申购日，不足
仓单注册服务费
五个交易日的按实际天数计
5%
仓单注销服务费
算）加权平均价×仓单注册/
注销数量×5%（含经纪会员
分成）
2016 年 6 月 30 日前由发起人支付，2016
仓储费、保险费（持有人）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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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上述收费标准执行期限：自发布之日起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2016
年 7 月 1 日起的费用标准参见交易中心有关公告。
四、回购条款
酒品开始挂牌交易后一个月内，
发起人承诺以不低于申购价 149%的价格溢价收购全
部“竹叶青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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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叶青 1998”申购完成后三个月内向社会公众公开征集若干
数量的“竹叶青 1998”
，参与酒品征集的客户届时可按有关《征集公告》将所持“竹叶
青 19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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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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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叶青 1998”是竹叶青酒的一种。竹叶青酒是中国古老的汉族传统保健名酒，其历
史可追溯到南北朝。它以优质汾酒为基酒，配以十余种名贵药材采用独特生产工艺加工而成。
其清醇甜美的口感和显著的养生保健功效从唐、宋时期就被人们所肯定。
竹叶青酒与汾酒同一产地，属于汾酒的再制品。它以汾酒为原料，另以淡竹叶、陈皮、
木香、檀香、砂仁、山柰等十余种中药材为辅料，再制而成。

“竹叶青 1998”酒色金黄碧翠，有晶体感，酒烈度不大，饮后使人心舒神旷，且有润
肝健体的功效。酒中砂仁主治胸膈胀满、食积气滞；公丁香性辛、温，有暖胃降逆，止痛的
功效，对脾胃虚寒、呃逆、哎哕、吐泻、脘腹疼痛有很好的疗效；该酒同时具有和胃、除烦、
消食的功能。药随酒力，穿筋入骨，对心脏病、高血压、冠心病和关节炎都有一定的疗效。
此外，还具有促进肠道双歧杆菌增殖，改善肠道菌群，润肠通便，增强人体免疫力等保健功
能。

七、发起人、承销人及交易场所介绍
1. 发起人——梅州市梅江区敏达醇酒坊
梅州市梅江区敏达醇酒坊是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 B03 号发行会员。
2. 承销人——上海衡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衡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 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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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市梅江区敏达醇酒坊
联系人：刘达明
电话：13430176623
承销人：上海衡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艳
电话：13818119426
发起人：梅州市梅江区敏达醇酒坊
承销人：上海衡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6 年 1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