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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金公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

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

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

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

者应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

为中金公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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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公司债券概要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312 号文核准，泸州

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或“泸州老窖”）获准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 40 亿元公司债券。 

泸州老窖分别于 2019 年 8 月 27 日、2020 年 3 月 17 日发行泸州

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

司 2020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情况概要如下： 

一、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 

1、债券名称：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19 老窖 01，112959 

3、发行总额：25.00 亿元，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债券余额为 25.00

亿元。 

4、发行利率：3.58% 

5、发行期限：5 年（附第 3 年末本公司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

债券持有人回售选择权）。 

6、起息日：2019 年 8 月 28 日 

7、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的触发及执行情况：无。 

8、到期日：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 2024 年 8 月 28 日。若投资者

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的到期日为 2022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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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按年计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

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0、公司债券上市的交易场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11、担保情况：无担保 

12、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

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级，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级，评级展望为稳定。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将在本期债券有效存

续期间对发行人进行定期跟踪以及不定期跟踪评级。 

13、兑付兑息情况：无。 

二、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 

1、债券名称：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20 老窖 01，149062 

3、发行总额：15.00 亿元，截至本自查报告出具之日债券余额为

15.00 亿元。 

4、发行利率：3.50% 

5、发行期限：5 年。 

6、起息日：2020 年 3 月 17 日 

7、到期日：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 2025 年 3 月 17 日。 

8、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按年计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

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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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公司债券上市的交易场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10、担保情况：无担保 

11、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

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级，本期债券信用等

级为 AAA 级，评级展望为稳定。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将在本期

债券有效存续期间对发行人进行定期跟踪以及不定期跟踪评级。 

12、兑付兑息情况：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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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19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主营业务基本情况介绍 

发行人的经营范围为：酒类产品的生产、销售（白酒、葡萄酒及

果酒、啤酒、其他酒等）；（以上项目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不得开展

经营活动）。进出口经营业务；技术推广服务；发酵制品生产及销售；

销售：汽车配件、建材及化工原料。【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发行人是具有 400 多年酿酒历史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公司坚持

以“全心全意酿酒、一心一意奉献”为宗旨，敬人敬业，创新卓越，

努力实现市场占有领先、公司治理领先、品牌文化领先、质量技术领

先、人才资源领先，酿造世界最好的白酒，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把泸州老窖建成全球酒类市场中的航空母舰，形成融入经济全球化的

大型现代企业。 

（二）公司经营模式及主要产品 

公司属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中的白酒细分行业，以专业化白

酒产品设计、生产、销售为主要经营模式，主营“国窖 1573”“泸州

老窖”等系列白酒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综合指标位于白酒行业

前列。 

当前，中国白酒市场份额向品牌集中、向品质集中、向文化集中、

向原产地集中，品牌和产品向年轻化、时尚化、健康化、国际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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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尤其是国家对白酒产业实施政策开放后，白酒

市场的竞争将更为激烈，市场份额加速向头部企业集中。报告期内，

公司紧紧围绕“坚定、管理、规模”的发展主题，强基固本，蓄势聚

能，全面攻坚，推动公司持续良性发展，经营业绩再创新高。 

二、发行人 2019 年度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从事酒类产品的生产、销售业务。发行人

的主营业务收入按业务分类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业务 
2019 年 2018 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酒类 1,561,571.91  98.73 1,285,952.38  98.50 

其他收入 20,121.52  1.27 19,594.19  1.50 

合计 1,581,693.43 100.00 1,305,546.58 100.00 

2019 年，发行人确认主营业务收入 158.17 亿元，较去年的 130.55

亿元大幅增加，业务结构较 2018 年未发生重大变动。2019 年酒类收

入 156.16 亿元，占营业收入比重为 98.73%，为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的成本、费用项目具体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科目 2019 年 2018 年 同比变动 

营业成本 306,541.80  293,400.19  4.48  

税金及附加 197,585.86  160,583.51  23.04  

销售费用 418,610.22  339,272.14  23.38  

管理费用 82,894.50  72,244.90  14.74  

研发费用 7,164.31  6,217.22  15.23  

财务费用 -20,508.45  -21,506.65  -4.64 

2019 年，发行人业务量逐渐增多，主营业务收入增加，进而导

致相应的营业成本结转、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增加。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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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公司财务费用为负，主要由于公司优化融资管理，利息收入不断

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现金流量表变化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科目 2019 年 2018 年 变动幅度 备注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84,161.92  429,791.60  12.65 

整体变动幅度

不大，主要增

长来源于收到

的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

金中政府补助

的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55,069.71  -146,541.60  210.54 

相较 2018 年，

2019年构建固

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增长较大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9,343.54  -191,666.71  104.87 

2019年由于收

到 募 集 资 金

24.90 亿现金，

导致筹资活动

现金流量金额

比起 2018 年

有较大增长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分产品营业收入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 2019 年 2018 年 同比增减 

高档酒类 859,585.53  637,782.29  34.78 

中档酒类 374,889.56  367,496.71  2.01 

低档酒类 327,096.82  280,673.38  16.54 

其他收入 20,121.52  19,594.19  2.69 

2019 年，发行人高档酒类收入达 85.96 亿元，较 2018 年 63.78

亿元增长 34.78%，为整体收入中主要增长来源，中低档酒类及其他

收入变动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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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 2019 年度财务情况 

（一）会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末 2018 年末 变动幅度 说明 

总资产 2,891,996.91  2,260,492.96  27.94 

市场向好，产

量规模持续扩

大增加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资产 
1,940,684.57  1,696,467.15  14.40 

净资产增加所

致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1,581,693.43  1,305,546.58  21.15 

报告期内生产

规模扩大，营

业收入稳定增

长 

净利润 464,223.55  351,046.59  32.24 

报告期内公司

销 售 规 模 扩

大，收入实现

情况良好，利

润总额及净利

润相应增加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64,198.89  348,564.30  33.17 

净利润增加所

致 

投资收益 15,471.20  9,799.36  57.88 

与合营、联营

方合作开发项

目实现的盈利

增多 

息税折旧摊销

前 利 润
(EBITDA) 

380542.54 300039.57 26.83 

利 润 总 额 增

加，而息税及

折旧摊销费用

无明显增加所

致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84,161.92  429,791.60  12.65 

整体变动幅度

不大，主要增

长来源于收到

的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

金中政府补助

的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455,069.71  -146,541.60  210.54 

相较 2018 年，

2019年构建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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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 末 2018 年末 变动幅度 说明 

额 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增长较大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9,343.54  -191,666.71  104.87 

2019年由于收

到 募 集 资 金

24.90 亿现金，

导致筹资活动

现金流量金额

比起 2018 年

有较大增长 

年末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余额 
975,226.65  936,598.66  4.12 几乎没有变动 

注：EBITDA=利润总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固定资产折旧+投资性房地产折旧+无形

资产摊销＋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二）财务指标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变动幅度 说明 

流动比率（倍） 2.40 2.86 -16.08% 变动幅度不大 

速动比率（倍） 1.87 2.26 -17.26% 变动幅度不大 

资产负债率（%） 32.38 24.25 33.53% 

2019 年应付债券增加

导致负债增加，进而导

致资产负债率上升 

利息保障倍数 44.72  73.01  -38.75% 

2019 年利息费用增加

导致利息保障倍数降

低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34.68 66.43 -47.79% 

2019 年利息费用增加

导致利息保障倍数降

低 

EBITDA 利息保障

倍数 
27.26  46.38  -41.22% 

2019 年利息费用增加

导致利息保障倍数降

低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0.00% 未发生波动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0.00% 未发生波动 

上述财务指标计算方法： 

全部债务=长期债务+短期债务 

短期债务=短期借款+交易性金融负债+应付票据+应付短期债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长期债务=长期借款+应付债券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负债合计/资产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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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保障倍数=（利润总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已资本

化的利息费用）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现金利息支出+所得税付现）/现金利息

支出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EBITDA/（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已资本化的利息费用） 

贷款偿还率=实际贷款偿还额/应偿还贷款额 

利息偿付率=实际支付利息/应付利息 

如无特别说明，本节中出现的指标均依据上述口径计算。 

（三）主要资产和负债项目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变动幅度 说明 

总资产 2,891,996.91  2,260,492.96  27.94% 

市场向好，产量规

模持续扩大增加

所致 

流动资产 1,631,373.87  1,549,446.84  5.29% 变化幅度不大 

货币资金 975,366.65  936,738.66  4.12% 变化幅度不大 

应收账款 1,829.39  1,033.37  77.03% 
本年订单增加，产

量规模扩大 

存货 364,123.51  323,041.57  12.72% 变化幅度不大 

预付款项 15,181.84  13,724.36  10.62% 变化幅度不大 

非流动资产 1,260,623.04  711,046.12  77.29% 
主要由于在建工

程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223,072.17  209,110.33  6.68% 变化幅度不大 

在建工程 725,739.31  300,048.92  141.87% 

主要由于内部交

易未实现利润及

薪酬影响所致 

总负债 936,523.81  548,071.70  70.88% 
主要由于应付债

券增加所致 

流动负债 678,707.89  541,548.34  25.33% 

应付账款、预收款

项、应付职工薪酬

等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186,862.40  129,205.10  44.62% 
本年内工程设备

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224,444.26  160,442.52  39.89% 

报告期内订单增

加且销售情况良

好，使得预收款项

大幅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34,202.57  26,809.22  27.58% 

报告期内订单及

产量增加，人员增

多，且销售情况良

好，年末应付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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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变动幅度 说明 

薪酬增加 

其他应付款 69,894.24  60,288.70  15.93% 变化幅度不大 

非流动负债 257,815.91  6,523.35  3852.20% 
主要是应付债券

大幅增加所致 

应付债券  249,088.37  0.00  - 

2019 年由于收到

债券募集资金导

致应付债券大幅

增加 

（四）受限资产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发行人受限资产仅包括部分货币资金，账

面余额为140.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余额 受限原因 
占总资产

比例 

其他货币资金 140.00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旅游文化公司根据《旅

行社条例》规定存入指定银行、不得随意

支取的旅游服务保证金 

0.005% 

合计 140.00 -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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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1、“19 老窖 01”：发行人于 2019 年 8 月 27 日公开发行了泸州老

窖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规模为 25.00 亿元。

本期债券扣除承销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已于 2019 年 8 月 28 日汇入发

行人开设的账户内。根据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公司债券

所募集资金用于酿酒工程技改项目（二期工程）、信息管理系统智能

化升级建设项目、黄舣酿酒基地窖池密封装置购置项目及黄舣酿酒基

地制曲配套设备购置项目。 

2、“20 老窖 01”：发行人于 2020 年 3 月 17 日公开发行了泸州老

窖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规模为 15.00 亿元。

本期债券扣除承销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已于 2020 年 3 月 17 日汇入发

行人开设的账户内。根据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公司债券

所募集资金用于酿酒工程技改项目（二期工程）、信息管理系统智能

化升级建设项目、黄舣酿酒基地窖池密封装置购置项目及黄舣酿酒基

地制曲配套设备购置项目。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19 老窖 01”和“20 老窖 01”合计募集

资金 40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万元） 

1 酿酒工程技改项目（二期工程） 407,347.00 



 14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万元） 

2 信息管理系统智能化升级建设项目 71,690.32 

3 黄舣酿酒基地窖池密封装置购置项目 28,260.00 

4 黄舣酿酒基地制曲配套设备购置项目 10,000.00 

合计 517,297.32 

 

截止本受托管理报告出具日，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 20.62 亿

元。募集资金均用于核准（约定）的用途，不存在转借他人的情况。

发行人上述两期公司债券（“19 老窖 01”和“20 老窖 01”）募集资金

账户均专用于募集资金的储存和使用，未发生混用情况，具体情况如

下： 

日期（2019 年） 金额 对手方 备注 

9 月 23 日 300,000,140.00 - 
用于置换发行人前期垫

资的自有资金 

9 月 23 日 125,897,817.24 - 
用于置换发行人前期垫

资的自有资金 

9 月 24 日 42,696,805.06 

中建一局（建设银行） 

用于支付酿酒工程技改

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

（EPC）一标段工程款 

9 月 24 日 15,123,606.82 

9 月 24 日 50,000,001.00 

9 月 24 日 50,000,001.00 

9 月 24 日 50,000,001.00 

9 月 27 日 30,767,708.58 

五冶集团（建设银行） 

用于支付酿酒工程技改

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

（EPC）二标段工程款 
9 月 27 日 50,000,200.00 

9 月 29 日 7,853,051.87 

五冶集团（建设银行） 

用于支付酿酒工程技改

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

（EPC）二标段工程款 
9 月 29 日 50,000,000.00 

10 月 23 日 31,903,266.48 中建一局（建设银行） 

用于支付酿酒工程技改

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

（EPC）一标段工程款 

10 月 29 日 50,000,000.00 

中建一局（建设银行） 

用于支付酿酒工程技改

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

（EPC）一标段工程款 
10 月 29 日 39,118,985.95 

11 月 1 日 50,000,000.00 

五冶集团（建设银行） 

用于支付酿酒工程技改

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

（EPC）二标段工程款 

11 月 1 日 50,000,000.00 

11 月 1 日 18,266,23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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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 年） 金额 对手方 备注 

11 月 19 日 27,410,372.05 五冶集团（建设银行） 

用于支付酿酒工程技改

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

（EPC）二标段工程款 

11 月 29 日 50,000,000.00 

中建一局（建设银行） 

用于支付酿酒工程技改

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

（EPC）一标段工程款 
11 月 29 日 21,282,750.92 

11 月 29 日 23,888,546.61 五冶集团（建设银行） 

用于支付酿酒工程技改

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

（EPC）二标段工程款 

11 月 29 日 24,483,927.42 

五冶集团（建设银行） 

用于支付酿酒工程技改

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

（EPC）二标段工程款 
11 月 29 日 50,000,200.00 

12 月 5 日 50,000,000.00 

中建一局（建设银行） 

用于支付酿酒工程技改

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

（EPC）一标段工程款 

12 月 5 日 50,000,000.00 

12 月 5 日 50,000,000.00 

12 月 5 日 17,402,538.86 

12 月 10 日 1,262,500.00 泸州川油（农业银行） 

用于支付泸州老窖酿酒

工程技改项目生活配套

燃气工程工程款 

12 月 18 日 6,360,874.47 圣弘建设（建设银行） 
用于支付酿酒工程技改

项目工程款 

12 月 18 日 3,555,690.00 五冶集团（建设银行） 

用于支付酿酒工程技改

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

（EPC）二标段工程款 

12 月 24 日 50,000,000.00 

中建一局（建设银行） 

用于支付酿酒工程技改

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

（EPC）一标段工程款 

12 月 24 日 50,000,000.00 

12 月 24 日 50,000,000.00 

12 月 24 日 50,000,000.00 

12 月 24 日 23,221,212.00 

12 月 26 日 2,074,380.00 
四川地平线（泸州银

行） 

用于支付酿酒工程技改

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

（EPC）试验检测服务

机构（三标段）工程款 

12 月 27 日 50,000,000.00 

中建一局（建设银行） 

用于支付酿酒工程技改

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

（EPC）一标段工程款 

12 月 27 日 50,000,000.00 

12 月 27 日 50,000,000.00 

12 月 27 日 50,000,000.00 

12 月 27 日 50,000,000.00 

12 月 27 日 33,937,503.09 

12 月 27 日 47,263,406.87 五冶集团（建设银行） 

用于支付酿酒工程技改

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

（EPC）二标段工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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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 年） 金额 对手方 备注 

12 月 30 日 50,000,000.00 

五冶集团（建设银行） 

用于支付酿酒工程技改

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

（EPC）二标段工程款 

12 月 30 日 50,000,000.00 

12 月 30 日 18,611,509.50 

合计 2,062,383,227.45   

注：其中发行人自有资金 5,856.73 万元与募集资金合并支付体外三方 

三、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指定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

“19 老窖 01” 、“20 老窖 01”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

与本息偿付。专项账户相关信息如下： 

（1）账户名称：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银行账户：9550880046723000135 

（2）账户名称：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泸州分行 

     银行账户：517517460013000000860 

（3）账户名称：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府城大道支行 

     银行账户：028900140410888 

（4）账户名称：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银行账户：631395395 

本次债券扣除相应的发行费用后，已按资金规定用途使用，截止

本受托管理报告出具日，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 20.6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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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增信机制及偿债保障措施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的要求履行相关承诺事项，并

按照募集说明的要求执行偿债保障措施。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19 老窖 01、20 老窖 01 增信机制及偿债

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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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9 年度内，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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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作为公司 19 老窖 01、20 老窖 01 的受托管理人，中金公司对公

司履行募集说明书及协议约定义务的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和监督，持续

关注公司的资信状况、内外部增信机制及偿债保障措施的实施情况，

对公司专项账户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进行监督。

中金公司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募集说明书及债券

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

合法权益。2019 年度，受托管理人的职责未出现变更和补充的情况。 

中金公司作为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就报告期内发生的可能对发

行人偿债能力、债券交易价格或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及信息

已发布临时受托管理报告，具体如下： 

1、2020 年 3 月 24 日，公司发布《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

讼进展公告之十一》。2020 年 4 月 17 日，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作为 19 老窖 01、20 老窖 01 的受托管理人就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相

关事项出具了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具体情况如下：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15 日、2015 年 1 月 10

日披露了与中国农业银行长沙迎新支行（以下简称“农行迎新支行”）

等三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事项，其中，公司与农行迎新支行储蓄存款

合同纠纷案（以下简称“长沙存款案”）涉及到的刑事案件经湖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认定涉案金额为 14,942.50 万元，后经湖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对于我公司通过刑事执行程序不能追回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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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农行迎新支行承担 40%的赔偿责任，中国农业银行长沙红星支行承

担 20%的赔偿责任，其余损失由公司自行承担。公司于上诉期内就前

述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目前公司已收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长沙存款案《民事判决书》，根据该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驳回了公

司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为终审判决。截止 2020 年 3 月 24 日，公

司已收回长沙存款案涉及合同纠纷款项 2,023.99 万元。 

2、2020 年 5 月 6 日，公司发布《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

讼进展公告之十二》。2020 年 5 月 12 日，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作为 19 老窖 01、20 老窖 01 的受托管理人就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相

关事项出具了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具体情况如下：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我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15 日、2015 年 1 月 10 日披露了与中国农业银行长沙迎新支

行、中国工商银行南阳中州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南阳中州支行”）

等三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事项，其中，公司与工行南阳中州支行储蓄

存款合同纠纷案（以下简称“南阳存款案”）涉及到的刑事案件，经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认定涉案金额为 1.5 亿元。 

2020 年 4 月 30 日，公司收到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南阳存款

案一审《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载明：由工行南阳中州支行对我公

司通过全案刑事执行程序不能追回的本金损失承担 50%的赔偿责任；

由三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沙支行对我公司的 1.221 亿本金

通过全案刑事执行程序不能追回的损失承担 10%的赔偿责任；其余损

失由公司自行承担。现该案处于上诉期，目前该判决暂未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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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暂无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22 

第八章 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根据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8 日出具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跟

踪评级报告（2020）》（信评委函字【2020】跟踪 1954 号），发行人的

主体级别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19 老窖 01 和 20 老窖 01 债券信

用级别为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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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发行人指定的代表发行人负责本次债券事务的专人的变

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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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事项 

 

一、对外担保情况 

根据发行人披露的 2019 年年度报告，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对外

担保情况。 

 

二、重大诉讼及仲裁情况 

1、2020 年 3 月 24 日，公司发布《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

讼进展公告之十一》。2020 年 4 月 17 日，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作为 19 老窖 01、20 老窖 01 的受托管理人就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相

关事项出具了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具体情况如下：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15 日、2015 年 1 月 10

日披露了与中国农业银行长沙迎新支行（以下简称“农行迎新支行”）

等三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事项，其中，公司与农行迎新支行储蓄存款

合同纠纷案（以下简称“长沙存款案”）涉及到的刑事案件经湖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认定涉案金额为 14,942.50 万元，后经湖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对于我公司通过刑事执行程序不能追回的损失，

由农行迎新支行承担 40%的赔偿责任，中国农业银行长沙红星支行承

担 20%的赔偿责任，其余损失由公司自行承担。公司于上诉期内就前

述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目前公司已收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长沙存款案《民事判决书》，根据该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驳回了公

司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为终审判决。截止 2020 年 3 月 24 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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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已收回长沙存款案涉及合同纠纷款项 2,023.99 万元。 

2、2020 年 5 月 6 日，公司发布《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

讼进展公告之十二》。2020 年 5 月 12 日，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作为 19 老窖 01、20 老窖 01 的受托管理人就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相

关事项出具了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具体情况如下：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我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15 日、2015 年 1 月 10 日披露了与中国农业银行长沙迎新支

行、中国工商银行南阳中州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南阳中州支行”）

等三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事项，其中，公司与工行南阳中州支行储蓄

存款合同纠纷案（以下简称“南阳存款案”）涉及到的刑事案件，经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认定涉案金额为 1.5 亿元。 

2020 年 4 月 30 日，公司收到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南阳存款

案一审《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载明：由工行南阳中州支行对我公

司通过全案刑事执行程序不能追回的本金损失承担 50%的赔偿责任；

由三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沙支行对我公司的 1.221 亿本金

通过全案刑事执行程序不能追回的损失承担 10%的赔偿责任；其余损

失由公司自行承担。现该案处于上诉期，目前该判决暂未生效。报告

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受到重大行政处罚情况。 

三、其他重大事项 

除上述事项外，报告期内，无其他重大事项。 



（本页无正文， 为泸州老窑股份有限公司 19 老窑 01 、 20 老窑 01 受

托管理事务报告（2019 年度）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

日期： 2020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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