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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出品人：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飞腾酒业（上海）有限公司 承销人：山东亿点投资有限公司 发行场所：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

中国强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2012珍藏版】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

发行公告

相关方声明

本发行公告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

次发售的情况，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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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在作出认购之前， 请仔细阅读本发行公告全

文。 发行人、出品人及承销人承诺本发行公告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发

行公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连带的法

律责任。

中国强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2012珍藏版】

由出品人指定发行人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

发行。发行人有义务遵照酒品发行协议约定在发

行场所发行酒品；如发行人未能履约，则出品人

与发行人一起承担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飞腾酒业（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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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会员管理办法》 和国家法律法规等相关规

定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公开发售中国强 古

井贡酒?年份原浆【2012珍藏版】。 山东亿点投资

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发行承销人，与飞腾酒业（上

海）有限公司共同进行了产品设计，并依据上海

国际酒业交易中心相关流程规定，向上海国际酒

业交易中心提出发行申请。该发行活动还包括议

价、发审会、申购、上市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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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发行信息。

一、概述

1、根据《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会员管理办

法》，2012年3月，飞腾酒业（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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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发行会员资质；2012年3月，山东

亿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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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承销会员

资质。

根据《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交易规则》，

出品人、发行人与承销人签订了《承销协议》，

发行人与承销人共同向交易中心提交《酒品发

行申请表》和酒品发行审核的其他准备材料。

2012年3月28日，交易中心组织了中国强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2012珍藏版】发行审核

会议（简称发审会）。 经发审会综合评定：该

酒品 “色清透明、窖香幽雅、醇厚绵甜、香味

谐调、余味净爽、浓香风格突出；” 同时，依托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的信誉和公司老

八大名酒强势的品牌背书， 古井贡酒8年、16

年、26年年份原浆产品价格、 销量最近几年

的持续上升，30年的中国强 古井贡酒·年份

原浆【2012珍藏版】以极具优势的发行价成

为具有标杆意义的投资酒品。 经本次发行审

核委员会7位评委一致决议， 通过本次发行

审核。

交易中心定于2012年4月20日公开发行“中

国强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2012珍藏版】” 。

2、本次发售对象为国内外对高端白酒酒品感

兴趣的社会公众。

3、网上发行重要事项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售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

对本次发售的产品不构成购买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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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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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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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进行收藏酒品申购及交易的过程中会产生

以下费用：

*作为出品人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对

本次发行酒品的投保期为1年， 保单起止日参见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官方网站。

四、交货期与交货保障

本次酒品的起始提货日为2012年8月1日，自

起始提货日起，客户可自由提货。在此之前，安徽

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在公开发行前办理了标

的额为25,800,000元的中国银行履约保函（保函

有效期为2012年4月13日至2012年8月11日）；发行

货款处于冻结状态。 自2012年8月1日起，出品人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的酒品

投保1年。

五、结算银行及账户信息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在招商银行的识别代码：

999209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在工商银行的识别代码：

00001137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在中国银行的识别代码：

01000001

六、发票事宜

发行结束后，由发行人飞腾酒业（上海）有

限公司直接给承销人和中签客户按发行价开具

增值税发票。

七、酒品介绍

55°500ml中国强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2012珍藏版】， 是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

酒高端系列中的旗舰产品，是浓香型超高端白酒

的巅峰之作。 中国强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2012

珍藏版】从原粮的甄选开始，就遵循了极为苛刻

和严密的程序： 只精选来自有机原粮基地上、特

定产区中的糯红高粱；只酿造于距今六百多年的

国宝级明代窖池群；经由国家级酿酒大师纯手工

酿造而成。

品味 ——— 皇家贡酒内蕴、中国五千年酒文化

【中华第一贡———唯一享有皇家尊荣的中

国著名白酒】

古井贡酒最初源于公元196年， 曹操向汉献

帝刘协进献九酝春酒并上奏《九酝酒法》： “臣

县故令南阳郭芝，有九酝春酒。法用曲三十斤，流

水五石，腊月二日渍曲，正月冻解，用好稻米，漉

去曲滓，便酿———三日一酿，满九斛米止，臣得

法，酿之，常善；其上清，滓亦可饮。若以九酝苦难

饮，增为十酝，差甘易饮，不病。 今谨上献。 ” 古

井贡酒由此得以年年进贡，岁岁受宠，是名符其

实的中华第一贡。

【中华第一井———源于千年魏井的无极之水】

“水为酒之血” ，《九酝酒法》载：“无极水，

取自井中三尺以下，性温，质清。 ” 位于古井贡厂

区的千年古井，被誉为“中华第一井” ，该井早在

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就用来酿酒， 井水从未干涸

过，一直沿用至今。 古井贡酒所采用的无极之水

就是取自此井。此井水清冽甘甜，用它酿出的酒，

色、香、味俱佳。 据科研部门测定：这口井的含水

层属于粉砂与粘土层，PH值7.7，硬度12.16，总碱

度15.14，氯根为58，而且水中的锶、碘、溴、硅、钙

等微量元素含量较高，为钠型优质饮用天然矿泉

水，对人体有很高的保健作用。

【九酝酒法———1800年的美酒记忆】

《九酝酒法》是古井贡酒酿酒秘笈，传承千

年，是由文字记 载的国内最早的酿酒法。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详细记载：“公

元196年，曹操在《上九酝酒法奏》中说：臣县故

令南阳郭芝，有九酝春酒。用曲三十斤，流水五石.

.....用好高粱，三日一酝酿，九日一循环，如此反复....

.....臣得此法，酿之，常善。今谨上献。 ” 此酒法所酿

之古井贡酒，获得“酒中牡丹” 之盛誉！

【六百年明代窖池———始于明朝1515】

55°500ml中国强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2012珍藏版】 的基酒都是在有600年历史的明

代窖池“功勋池” 中发酵而成。 窖池中含有大量

古井神泥，有“软黄金” 之称号。现代科技测试表

明：发酵泥池中，栖息着600多种有益微生物群，

是中国白酒老窖池检测分析数据库极限样板库

之一。

价值———高端尊崇，稀缺资源、酒体价值

【高端尊崇，白酒典范】

古井贡酒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 先后四

次蝉联全国评酒会上获国家质量金奖， 独家冠

名播出“2011年感动中国人物评选” 。 作为第二

十届中国金鸡百花奖战略合作伙伴、 唯一指定

白酒， 年份原浆已成为目前中国白酒界高端产品

的象征。

而此次古井贡酒推出的55°500ml中国强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2012珍藏版】， 更是古井

贡酒·年份原浆超高端系列中的旗舰产品， 是浓

香型超高端白酒的巅峰之作，具有极高的收藏投

资价值。

【稀缺资源，品质保证】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55°500ml中国

强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2012珍藏版】所用基酒

来自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徽古井贡酒股

份有限公司的明代窖池群，该窖池群位于白酒界

唯一的国家4A级景区———古井酒文化博览园内。

【酒体价值，心灵交融】

55°500ml中国强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2012珍藏版】，严格按照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工艺———老五甑工艺进行生产， 由曾经主持古

井贡1963、1979、1984、1989纪年酒的研制和开发工

作，中国酿酒大师，在白酒界有“白酒魔术师” 之

称的查枢屏先生大师亲自调制而成。 每一瓶55°

500ml中国强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2012珍藏版】

都是查大师心灵与白酒交蕴的沉淀， 其酒体丰满

敦厚、口感细腻幽雅、回味悠长、空杯留香。

鉴赏———原生态美景中酿造的美酒

【得天独厚的原生态地理环境】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产地是原产地域保护

产品亳州，属于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季风明显，气

候温和，阳光充足，雨量适中，相比较其他区域而

言， 这里的气候和产出的粮食作物更适合酿酒；

从古至今以传统农业为主的产业格局，使得古井

酒厂周边始终保持原生态、 无污染的天然环境，

2003年古井贡酒被国家质检总局认定为原产地

域保护产品。

而55°500ml中国强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2012珍藏版】则是在这样的原生态酿造环境中

诞生的旷世之作。

【桃花春曲———制酒味香似幽兰】

“曲为酒中骨” ，好曲才能酿好酒。 根据记

载：“桃花开时制曲， 花凋曲成。 制酒， 味幽

香” 。 桃花春曲，宛如沐风舒展的桃花，似亦有

情，欲将酣睡在五谷中的美酒唤醒，展开一片片

时光的记忆。

酿制55°500ml中国强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2012珍藏版】所采用的桃花曲为春曲，只在桃

花盛开20天左右时间制作。 此时空气温湿，“千

年曲根” 里的有益菌群最活跃，方可制作出最好

的酒曲———桃花春曲脂玉心。当然用桃花曲酿造

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自然酒体香似幽兰，芬芳

不散，口感绵柔丰厚。

【双择标准——— 一瓶酒的终极向往】

不是所有的酒都有资格成为原浆级，在对工

艺苛刻追求的古井， 严格的甄选已经成为习惯，

从出生开始就注定一瓶酒的命运。 55°500ml中

国强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2012珍藏版】更是严

格按照两大工艺标准对优质原酒进行甄选：

择层取醅： 只取池子中下层距池底10-20公

分处，且不接触池底的那一小部分酒醅。 此层微

生物群体最丰富，发酵出的香味最幽香。

择时摘酒：蒸馏出酒时，只摘取这一锅中的

靠近中前段一小部分酒。这个时段的酒微量成分

比例协调，尤其是酸酯的协调度好，是酿造原浆

级年份酒的上好选择。

【30年窖藏原酒——— 三十年沉淀成就贡酒

芳香醇厚】

55°500ml中国强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2012珍藏版】， 采用有600年历史的明代窖池

“功勋池” 中发酵而成的原酒，在经过双择工艺

后，送入十万吨级专业藏酒库中储存年限至少30

年以上，使其自然老熟，将精华慢慢凝淀，直至酒

体更加绵甜、柔顺 ,最后再经国内顶级白酒大师

精心调制， 最终形成美轮美奂的中国强 古井贡

酒·年份原浆【2012珍藏版】。

八、出品人、承销人及发行场所介绍

1、出品人———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坐落在历史名人曹操与华佗故里――安徽省亳

州市的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老八

大名酒企业，是中国第一家同时发行A、B两支股

票的白酒类上市公司。公司的前身为起源于明代

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的公兴槽坊，1959年转制

为省营亳县古井酒厂。 在2011年第三届中国酒类

品牌价值评议活动中， 古井贡以140.68亿元的品

牌价值荣获了 “中国酒类十大成长最快白酒品

牌” 、“中国酒类十大最具投资价值品牌” 、“中

国酒类十大最具全球竞争力品牌” ， 并和茅台、

五粮液一同被列为新的中国白酒八大品牌。

古井贡酒作为主导产品， 其渊源始于公元

196年曹操将家乡亳州产的“九酝春酒” 和酿造

方法晋献给汉献帝刘协， 自此一直作为皇室贡

品；曹操也被史学界命名为古井贡“酒神” ；古井

贡酒以“色清如水晶、香纯似幽兰、入口甘美醇

和、回味经久不息” 的独特风格，四次蝉联全国

白酒评比金奖，是巴黎第十三届国际食品博览会

上唯一获金奖的中国名酒，先后获得中国驰名商

标、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等荣誉， 被世人誉为

“酒中牡丹” 、“中华第一贡” 。 安徽古井贡酒股

份有限公司多年来一直位列中国白酒企业前十

强，2008年10月古井酒文化博览园被国家旅游局

批准为AAAA级旅游景区，这也是中国白酒业第

一家AAAA景区。

2、承销人———山东亿点投资有限公司

山东亿点投资有限公司是由青州市振华化

工有限公司、山东永寿食品有限公司和青州市利

群商贸有限公司组建的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000万元人民币，公司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

公司对员工、对客户负有高度责任感，秉承

“以人为本，协作共赢，开拓创新，追求卓越” 的

公司精神，为建设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3、发行场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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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

东包括上海科技投资公司和海南椰岛（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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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承销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玲清

电 话： 0536-3236268

传 真： 0536-3236268

出品人：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飞腾酒业（上海）有限公司

承销人：山东亿点投资有限公司

2012年4月17日

费用 免费期 收费标准及计算公式

发行服务费 无

５％

分别向本中心和经纪会员

缴纳成功申购金额的百分之二

点五发行服务费

交易手续费 无

０．３％

买卖双方分别向交易中心

缴纳成交金额的千分之一交易

手续费和向经纪会员缴纳成交

金额的千分之二交易手续费

。

仓储费

由本中心发文公

告

数量

×

日租金标准

×

（

卖出日期

－

买入日期或起始计租日期

）

保险费 发行会员投保期

数量

×

日保险费标准

×

（

卖出日

期

－

买入日期

）

－

发行会员已投保

部分

托管费

１８０

天

数量

×

日托管费标准

×

（

卖出日

期

－

买入日期或上市日期

－

免费

期

）

仓单注册

／

注销服

务用

无

５％

分别向本中心和经纪会员

缴纳仓单注册

／

注销服务费

：

注

册

／

注销日前五个交易日

（

含发

行日

，

无成交则往前推

）

加权平

均价

（

如果上市不足五个交易日

按实际天数计算

）

×

仓单注册

／

注

销数量

×

收费标准

。

收费标准

为

：

向本中心缴纳百分之二点

五

，

向经纪会员缴纳百分之二点

五

。

酒品全称 中国强 古井贡酒

·

年份原浆

「

２０１２

珍藏版

」

酒品名称 中国强

２０１２

酒品代码

１０４１１２

出品方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会员 飞腾酒业

（

上海

）

有限公司

（

会员代码为

Ａ０４

）

承销会员 山东亿点投资有限公司

（

会员代码为

８０５

）

发行量

１００

，

０００

（

瓶

）

公开发行量

８０

，

０００

（

瓶

）

承销会员包销数量

２０

，

０００

（

瓶

）

发行价格

８６０

元

／ ５００ｍｌ

？

瓶

报价单位 元

／ ５００ｍｌ

？

瓶

（

为产地含税价

）

报价货币 人民币

每瓶净含量

５００ｍｌ

酒精度

５５％ｖｏｌ

基酒年份

３０

年以上

包装 陶瓷瓶包装

产品标码

ＬＴＤ．ＮＯ．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０１ ／ １０００００

—

ＬＴＤ．ＮＯ．２０１２－１００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０

公开发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２０

日

９

：

３０

—

１５

：

００

每交易账户最大申购量

５９００

（

瓶

）

每交易账户最小申购量

５９

（

瓶

）

每交易账户最小申购资金

≥５３

，

２７７

元

（

含发行服务费

）

申购次数

１

次

，

不可重复申购

摇号中签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２７

日

酒品登记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２７

日

申购未中签资金解冻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２７

日摇号结束后释放未中签资金

酒品起始提货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０１

日

承销会员酒品减持规定 自上市日起

，

每月减持不超过发行总量的

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