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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5961      证券简称：名品世家         主办券商：西部证券 

 

名品世家酒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购方西安宝德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对深圳证券

交易所关注函回复概述公告（二） 
 

 

由于名品世家酒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合作方西安宝

德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德股份”)洽谈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202

0年 7月 28日，宝德股份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以下简称“创

业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西安宝德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

注函[2020]第 366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对本次交易相关事项进行了进

一步关注。宝德股份于 2020年 8月 11日对关注函进行了回复，并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指定平台披露了《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

020-032)，现将该回复公告中涉及公司信息部分概述披露如下： 

注：为了与宝德股份披露信息的一致性，下述公告内容的主体即该《关注

函》的回复主体为宝德股份。 

一、 回复内容概述 

问题 1、你公司在《回复》中认为名品世家属于传统产业与新技术融合，一

直积极探索和推动信息化建设，对其连锁网络内的酒类销售数据等信息进行采

集, 已初步具备庞大的结构化数据积累和持续采集数据的能力。 

（1）请以平实语言说明名品世家采集的“结构化数据”的具体内容以及所采

集数据的具体应用场景、应用情况及经济效益。 

回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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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构化数据”采集和管理系统 

名品世家的“结构化数据”采集和管理系统，包括前台数据采集系统和后台

数据管理系统两个部分。具体如下图所示： 

 

 

 

 

 

 

 

 

（1）“结构化数据”前台数据采集系统 

名品世家“结构化数据”的前台数据采集系统包括：直销订货平台系统（B2B

线上销售系统，为区域品牌运营商提供采购管理服务）、名品 Q 酒商城（B2C 微

信端线上销售系统，为门店提供线上销售管理服务）。 

直销订货平台系统，在为区域品牌运营商提供采购管理服务的同时，进行

“结构化数据”采集；名品 Q 酒商城，在提供线上销售服务的同时，进行“结构

化数据”采集。 

（2）“结构化数据”后台数据管理系统 

名品世家“结构化数据”的后台数据管理系统包括：“O2O 订单管理系统经

销商端”（为便于理解，以下简称“区域品牌运营商后台管理系统”）、“O2O 多商

家管理系统平台端”（为便于理解，以下简称“总门店后台管理系统”）。 

数据采集 

数据传输

管理 

区域品牌运营商 

直销订货平台系统 

区域品牌运营商后台管理系统 

图 1：区域品牌运营商信息采集及管理 图 2：线上消费者信息采集及管理 

数据采集 

数据传输

管理 

消费者 

名品 Q 酒商城 

总门店后台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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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销订货平台系统采集的数据将传输至“区域品牌运营商后台管理系统”，

并进行汇总、整理和分析。名品 Q 酒商城采集的数据将传输至“总门店后台管

理系统”，并进行汇总、整理和分析。 

2、所采集数据的内容 

直销订货平台系统为区域品牌运营商自助向公司进行商品采购的线上销售

平台，采集的信息数据主要包括：采购方主体信息、采购方所在区域、采购数量、

采购酒类产品的品牌、种类和金额等。通过对上述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可以进一

步获取各类品牌、档次、香型酒类产品向各品牌运营商所在区域的整体销售数量

及其变动趋势等。同时，通过该系统可以进行商品库存管理和销售业务往来管理。 

名品 Q 酒商城提供线上销售服务，采集的信息数据主要包括：线上零售端

消费者会员信息、消费者所在区域、采购数量、采购酒类产品的品牌和种类、支

付方式（如微信、支付宝、刷卡）、配送物流信息等。通过上述信息进行统计分

析，可以进一步获取各门店的销售能力和产品销售结构；不同区域消费者的消费

习惯和偏好、消费能力；各类品牌、档次、香型酒类产品在不同区域销售数量及

其变动趋势等。 

3、具体应用场景、应用情况及经济效益 

（1）具体应用场景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为下游门店提供服务；二是，

为上游酒类生产厂家提供服务；三是，为“易捷”及“京东”线上酒类产品订单

的“最后一公里配送”提供服务。 

1）就为下游门店提供服务而言，名品世家通过对上述销售数据及会员数据

的搜集整理，分析不同区域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不同门店产品销售结构和客户消

费能力：A、有针对性为下游门店提供商品采购、门店选品等服务，减少选品失

误、畅销品缺货、货品滞销等问题；B、有针对性地为下游门店举行不同产品的

推介会和品鉴会，制定产品搭配策略，制定促销方案等，从而为下游门店提供更

好的引流服务。通过上述数据的搜集、分析和运用，进一步提升名品世家与下游

的合作粘度，提高公司为下游门店和客户各类服务的精准度及效益回报，从而促

进公司及下游门店和客户的收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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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使用收集的数据信息为下游门店提供服务而言，公司已在部分体验店和

合作店中的服务中，结合公司的引流服务、培训、品鉴会、推介会、制定销售策

略和促销计划等方式进行使用。 

2）就为上游酒类生产厂家提供服务而言，根据对所采集数据的整理和分析：

名品世家可以：A、向酒类产品生产厂家提供该厂家各类产品在各区域的销售情

况，从而有利于酒类产品生产厂家适时调整各类产品生产计划、进行产品库存管

理等。B、针对酒类产品生产厂家最新产品或特定产品，根据相关产品的定价和

档次，为酒类产品生产厂家进行产品精准宣传和推销，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根

据名品世家采集各门店客户情况及所在区域消费情况等信息，精确选择适合推广

的区域和门店、邀请相应消费人群，有针对性开展为酒类产品生产厂家具体产品

举行产品推荐会和品鉴会等，从而达到酒类产品生产厂家品牌和产品宣传、产品

销售及市场拓展的目的。 

就使用收集的数据信息为上游酒类生产厂家提供服务而言，公司已在与少

数厂家开展合作，并在与数个厂家进行合作洽谈，未来将向更多的酒类生产商家

进行推广。 

3）就为“易捷”及“京东”线上酒类产品订单的“最后一公里配送”提供

服务而言，“易捷”及“京东”客户线上下单后，授权名品世家委托下游门店进

行商品配送。公司根据所搜集的下游门店信息，根据“易捷”及“京东”线上订

单的收获地址，选择周边范围内的下游门店进行配送，以提高配送效率，降低配

送成本。 

就与“易捷”及“京东”线上酒类产品订单的合作而言，该模式双方正处

于合作试点过程中。其中与“易捷”在北京部分区域进行试点，与“京东”在山

东部分区域进行试点。 

（2）在上述应该场景中，公司并不直接向下游客户及酒类产品生产厂家收

取费用，而是将相关应用场景与为下游门店提供的各项服务相结合，提升公司服

务质量，带动下游门店销售收入增加，提高下游门店和区域品牌运营商的采购数

量，从而提高公司的产品销售收入、品牌使用费收入和服务费收入。因此，根据

公司的上述数据使用方式及公司经济利益获取方式，名品世家采集的“结构化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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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应用的经济效益无法进行统计和定量分析。 

（2）请说明名品世家近三年在信息化建设的研发投入情况，已开发的“O2O

多商家管理系统平台端”、“O2O订单管理系统经销商端”等应用程序的实际应用

情况，公司所指代“新技术”是否仅为传统信息管理系统的应用，与传统零售行

业的供销管理系统的差异。 

回复： 

1、研发投入及产出情况 

为实现信息的数据化与可视化应用，名品世家于 2016 年设立以信息数字化

与可视化应用研究为目的的高新技术子公司—北京明品科技有限公司（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其开发了“O2O 多商家管理系统平台端”、“O2O 订单管理系统经

销商端”等系统，并已获得 15 项软件著作权。公司使用的各软件系统和平台实

现的主要功能包括线上和线下产品销售、线上和线下数据采集、门店培训、门店

管理等，并在公司的下游区域品牌运营商和门店得到普遍使用。 

根据名品世家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披露的《年度报告》和《审

计报告》，订货平台系统：2017 年研发该系统而支出的金额为 157,281.55 元，2018

年为609,864.44元；名品Q酒系统：2017年研发该系统而支出的金额为509,477.95

元。 

2、新技术及其使用情况 

公司所指代“新技术”主要包括：线上及线下销售系统，及与其相对应的后

台管理系统；门店负责人所使用的门店管理系统；线上培训系统，及与其相对应

的后台管理系统。上述各系统均由名品世家使用或由名品世家提供给下游客户及

门店使用，并已在公司区域品牌运营商和门店得到普遍使用。具体情况如下： 

（1）直销订货平台系统及对应的后台管理系统 

直销订货平台系统为 B2B 线上采购销售系统，为区域品牌运营商提供采购

管理服务。区域品牌运营商向名品世家的产品采购通过直销订货平台系统在线进

行，与之相对应的后台管理系统为“O2O 订单管理系统经销商端”（即“区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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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运营商后台管理系统”）。 

直销订货平台主要用于区域品牌运营商线上下单采购。与之相匹配的区域

品牌运营商后台管理系统具有商品管理、交易管理、商家管理、数据管理、库房

管理、平台进销存情况动态跟踪等综合功能。 

直销订货平台系统主要界面如下： 

 

区域品牌运营商后台管理系统（“O2O 订单管理系统经销商端”）主要界面

如下： 

 

（2）名品 Q 酒商城及对应后台管理系统 

名品 Q 酒商城，为 B2C 微信端线上采购销售系统，由名品世家为门店提供

线上销售服务。消费者可通过名品 Q 酒商城下单向门店采购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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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对应的后台管理系统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各门店所使用的单店 O2O

线上销售管理系统（为便于理解，以下简称“单店后台管理系统”），二是，名品

世家所使用的能够汇总各门店线上销售情况的“O2O 多商家管理系统平台端”（即

“总门店后台管理系统”）。单店后台管理系统主要用于单个门店线上销售的交易

管理、商品管理、促销管理等；总门店后台管理系统主要用于统计会员信息、销

售门店、订单信息、配送信息等。 

名品 Q 酒商城主要界面如下： 

 

总门店后台管理系统（“O2O 多商家管理系统平台端”）界面如下： 

 

（3）门店线下 POS 消费系统 

POS 消费系统为 B2C 线下销售系统，主要为门店提供线下销售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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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功能包括线下商品销售的扫描输入、会员信息采集、支付方式记录、销售情况

统计等。 

POS 消费系统前台界面如下： 

 

POS 消费系统后台界面如下： 

 

（4）门店负责人所使用的门店管理系统 

下游门店负责人所使用的门店管理系统主要使用人群为下游门店负责人、

公司主要经营管理人员，可以实现通过手机终端动态了解该门店销售情况、商品

库存情况并进行销售统计分析。 

门店负责人所使用的门店管理系统主要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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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线上培训系统（名品世家商学院系统） 

为提升为下游客户和门店的服务质量，名品世家使用了线上培训系统，并

且针对普通员工和管理人员开设了不同的登录端口和培训课程，培训内容包括销

售培训、产品培训等。 

上述培训系统主要界面如下： 

 



公告编号：2020-082 

10 
 

3、与传统零售行业的供销管理系统的差异 

根据上述对名品世家各类系统功能和使用情况的分析，公司所指代“新技

术”能够实现产品线上和线下销售及对应的销售管理、库存管理、数据采集、门

店管理、线上培训等综合性功能，而不仅为传统信息管理系统的应用。 

名品世家所使用的各类系统与传统烟酒店的零售供销管理系统的差异较为

明显，主要体现于定位和功能不同，具体如下： 

名品世家所使用的各类系统主要定位于为区域品牌运营商和门店提供服

务，并通过该服务来增加下游门店的销售收入，增加名品世家与下游客户和门店

的合作粘性，而从提高名品世家的产品销售收入、品牌使用费收入和服务费收入。

名品世家各类系统能够实现产品线上和线下销售及对应的销售管理、库存管理、

线上和线下数据采集和分析、下游门店管理、线上培训等综合性功能。 

传统酒类零售行业所使用的供销管理系统主要为其内部管理系统，系统功

能相对较为简单，主要实现内部进销存管理功能。 

问题 2、你公司在《回复》中认为名品世家将传统产业与新业态融合，构建

了多元化的收入体系，采用“公司服务+区域品牌运营商+加盟门店”的创新管

控模式，构建酒类连锁经销商新业态，咨询服务收入及其他业务收入构成了贡

献利润的重要来源。 

（1）请以平实语言说明名品世家“公司服务+区域品牌运营商+加盟门店”的

创新管控模式新业态的实际内容，说明以上咨询服务及其他业务服务的具体内

容，并定量说明其构成了贡献利润重要来源的判定依据，说明是否存在误导性

陈述。 

回复： 

1、名品世家“公司服务+区域品牌运营商+加盟门店”的创新管控模式新业态

的实际内容 

“公司服务+区域品牌运营商+加盟门店”新业态模式的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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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名品世家和区域品牌运营商签订服务协议及经销协议，与具有丰富资

源及门店拓展能力强的品牌运营商建立合作，将业务目标分解至各区域品牌运营

商，由品牌运营商进行相应区域的品牌推广及下沉市场的开拓，名品世家为区域

品牌运营商（包括通过品牌运营商为各门店）提供线上和线下品牌、营销、模式、

资源、信息化等相关的服务，以协助区域品牌运营商对门店进行运营指导。 

区域品牌运营商具体负责相应区域的品牌推广及下沉市场门店的拓展、运

营管理和服务，酒品供应由名品世家向区域品牌运营商进行销售，再由区域品牌

运营商直接对加盟门店进行酒品销售。名品世家通过上述运营模式实现对品牌运

营商的授权管理以及激励，并以品牌运营商为具体责任落实主体实现对其拓展的

门店进行统一的品牌化资源输出。 

名品世家与加盟门店签订加盟协议，授权加盟门店使用“名品世家”品牌，

并授权加盟门店参与公司举办的各类活动。 

（2）名品世家不直接向下游门店收取费用，而是通过向区域品牌运营商销

售商品和提供服务实现收入。区域品牌运营商通过向其拓展的各门店销售商品和

提供服务实现收入。具体而言： 

名品世家以上述“区域品牌运营商+加盟门店”的下游业务结构为基础，并

与移动互联网平台相结合，通过为区域品牌运营商及下游门店提供线上和线上销

售平台、门店和产品管理服务、培训、品牌策划、制定销售策略和促销策略、举

办品鉴会和产品推广会、产品定制服务、引流服务等综合性服务，增加门店销售

收入，相应增加各区域品牌运营商销售收入，从而带动名品世家产品销售收入和

销售产品 

提供服务 

产品销售收入 

服务费收入等 

名品世家 

区域品牌运营商 

各门店 

销售产品 

提供服务 

产品销售收入 

服务费收入等 

品牌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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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收入的增加。 

2、咨询服务及其他业务服务情况及利润贡献情况 

其他业务收入主要包括品牌使用费。咨询服务收入主要根据公司营销和服

务体系的标准化流程，并根据区域品牌运营商和下游门店的要求和特点，为区域

品牌运营商（包含通过品牌运营商而从间接为其所开拓的门店）提供包括品鉴酒

会和推介会指导服务、品酒师培训、社群营销服务等营销策划咨询而收取的服务

费。 

根据名品世家于全国中小企业转让系统披露的其最近三年《年度报告》，营

业收入构成及对应成本列示如下： 

类别 项目 

2019 年（万元） 2018 年（万元） 2017 年（万元） 

收入 成本 
毛利

占比 
收入 成本 

毛利

占比 
收入 成本 

毛利 

占比 

主营业

务收入 

酒类 78,587.67 75,854.76 34% 70,603.49 68,473.83 32% 61,932.66 59,433.22 38% 

咨询服务收入 1,230.19   15% 694.02   10% 278.3   4% 

其他 480.73 361.96 1% 613.93 484.30 2% 117.24 122.70 0% 

其他业

务收入 

品牌使用费 3,707.55 
 

46% 3,486.95 
 

52% 3,558.34 
 

54% 

其他 243.96 11.98 3% 224.53 8.87 3% 242.95 22.64 4% 

合计 84,250.10 76,228.70 100% 75,622.92 68,967.00 100% 66,129.49 59,578.56 100% 

根据上述，虽然公司酒类产品销售收入占比较高，但其毛利较低，2017 年

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其毛利占比分别为 38%、32%和 34%。咨询服务费

收入和品牌使用费收入，虽然收入金额相对较小，但毛利较高，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咨询服务费收入和品牌使用费收入毛利占比合计分别为 58%、

62%和 61%，构成了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因此，相关表述不存在误导性陈述。 

（2）名品世家打造“线下门店+线上平台”新零售闭环，客户在线上下单后，

线下门店能够为客户提供“保真+时效性”服务，克服了传统线上销售“假货泛滥”

的行业痛点。请说明名品世家各线上销售平台近 3 年的实际销售情况，说明客

户在线上下单后仍需到线下门店获取“保真+时效性”服务与客户直接到店消费

的差异，其本质上是否仍为传统线下销售模式。 

回复： 

1、线上销售平台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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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品世家提供的线上销售平台包括两类：一是直销订货平台系统（名品世

家面向区域品牌运营商的线上销售平台）；二是，名品 Q 酒商城（各门店面向终

端消费者的线上销售平台）。直销订货平台系统和名品 Q 酒商城详细情况请见对

“问题 1/（2）”的回复。 

就直销订货平台系统而言，名品世家区域品牌运营商通过该线上销售平台

向公司下单采购商品。该系统于 2017 年开始推广、2018 年全面使用；2018 年和

2019 年，下游客户通过该线上销售平台下单总金额分别为 8.21 亿元和 9.02 亿元

（注：该下单金额口径为下游品牌运营商通过该网上下单采酒类产品金额，而非

财务报表中的营业收入口径）。下游客户通过该平台采购商品将直接为名品世家

带来产品销售收入。 

就名品 Q 酒商城而言，该线上销售平台为名品世家为提供综合服务能力、

创新业务服务模式，而为下游门店提供的面向终端消费者的线上销售平台。终端

消费者通过该平台下单，根据消费者收货地址，由各门店提供产品，并不直接为

名品世家带来业务收入；而是通过公司提供的服务，使各门店产品销售增加，相

应增加各区域品牌运营商收入，从而带动名品世家产品销售收入和服务收入的增

加。该平台于 2018 年推出，2018 年和 2019 年，消费者通过 Q 酒商城平台下单

金额分别为 254 万元、5,200 万元，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 

2、名品世家的线上销售服务模式与传统线下到店消费模式的区别 

名品世家的线上销售服务模式与传统客户直接到店消费的模式，具有本质

差异： 

（1）就产品配送和时效性而言： 

直销订货平台系统的客户主要为名品世家区域品牌运营商客户，客户下单，

名品世家根据客户所在位置，就近选择出货仓库，采用名品世家配送或采用快递

物流配送，并确保配送时效性，客户不需要到店消费，该模式本质为线上销售模

式。 

名品 Q 酒商城消费者线上下单后，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自行在消费

平台选择快递物流、或消费者上门自取的方式，消费者线下自取仅为消费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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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服务模式之一。具体界面请见本回复对“问题 1/（2）”的回复。因此，该

种服务模式本质为线上服务模式，与我国现有多个大型线上销售平台服务模式相

似，该类型大型线上消费平台，客户下单后可选择商家配送或快递物流或现场自

取的方式。因此，名品世家上述线上销售及确保时效性的方式与客户直接到店消

费的传统线下消费模式具有本质区别。 

（2）就产品保真服务而言： 

名品世家通过多种不同方式和措施，为客户和消费者提供产品保真服务，

而不仅仅包括消费者线下到店进行产品验真的方式。具体如下： 

1）在名品世家进销存体系中，进货、存货和销售环节的货品通过验真入库、

验真出库，严格记录所有货品箱码、瓶码信息等，并规范货品流向；同时，名品

世家制定了配送管理制度、配送人员管理规范及售后管理制度等经营管理规范，

从而保证客户和消费者到手酒品的质量。 

直销订货平台系统的客户主要为名品世家区域品牌运营商客户，均为专业

的酒类服务提供商，批次采购量较大，酒类产品专业性较强。一般由名品世家通

过上述措施提供保真服务，一般不需要到名品世家进行线下验真。 

名品 Q 酒商城的客户多为普通消费者，名品世家上述措施亦可以确保产品

质量。消费者是否需要到线下门店进行产品验真，由消费者根据其自身需要进行

选择。 

2）如客户或消费者自愿选择前往名品世家或门店进行产品验真，名品世家

或门店可通过线下验真终端机和验真系统提供该服务。该验真机系统的核心源于

商务部打造的国家酒类流通溯源体系，采用 RFID 无线射频识别技术。 

根据上述，线下保真服务，为名品世家和门店为客户和消费者提供的产品

保真附加服务，既非名品世家产品保真的唯一方式，也非产品保真的必需方式，

而是消费者和客户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自行选择的保真增值服务，因此与客户直接

到店消费的传统线下消费模式具有本质区别。 

问题 3.《回复》披露，名品世家将传统产业与新模式深度融合，融合方式

包括创新应用多种营销模式、创新管控模式及创立酒品保真管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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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说明名品世家为门店提供跨界合作、品鉴酒会、公益活动、异业联

盟等多种营销模式的具体内容，其营销模式与传统的消费品营销模式的具体差

异。 

回复： 

1、名品世家提供的主要营销模式具体内容 

1）跨界合作及异业联盟：名品世家与其各区域品牌运营商合作营销，提供

跨界资源对接、方案策划等服务。具体而言，名品世家利用资源，牵线促成其品

牌运营商或门店与金融业（如保险公司）、便利服务业（如加油站）等资源方确

立合作关系，进行如“买酒赠保险”、“买酒送油卡”等推广活动，从而促进品牌运

营商及门店的产品销售。在提供该等服务时，名品世家会使用其收集和管理的数

据，对相应区域品牌运营商和门店的销售能力、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档次、消费

偏好进行分析，从而选择适当的资源方与各区域品牌运营商进行合作，争取达到

效果和收益最大化。 

品鉴酒会和产品推广会：以品牌运营商为承办方，由其与当地商会、4S 店、

酒楼、保险公司等机构建立合作，为其承办年会、新品发布会、节日答谢会等品

鉴酒会活动。名品世家为该等活动提供品牌支持、方案策划等服务，并为其提供

专业的主持、品酒师及酒类知识宣讲及产品推介服务。在提供该等服务时，名品

世家会使用其收集和管理的数据，对相应区域品牌运营商和门店的销售能力、消

费者的消费能力和档次、消费偏好进行分析，从而精准选择推广形式，推广品牌

和产品，选择产品搭配方案。 

2）名品世家所采用的管控模式请详见本回复对“问题 2/（1）”的回复。 

3）名品世家采用并为下游门店提供线上销售系统、门店管理系统、培训系

统情况，具体请见本回复对“问题 1/（2）”和“问题 2/（2）”回复。 

4）名品世家定制服务。针对不同区域消费者的偏好和酒品使用场景，名品

世家为区域品牌运营商和门店客户提供自主定制服务及定制系统，消费者可通过

定制终端自主定制产品。 

名品世家提供的定制系统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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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名品世家提供的营销服务与传统的消费品营销模式的具体差异 

名品世家提供的营销服务与传统的消费品营销模式的差异，主要体现于以

下几方面： 

（1）传统消费品营销模式通常自上而下层级较多，营销模式单一，服务简单

粗放，消费者缺乏体验感，只是简单的买卖关系。由于中高端酒品的消费者更注

重个性化的服务与体验，简单的买卖关系不能满足消费者对酒品文化的了解诉

求，对口感的个性化追求以及对性价比的要求。名品世家通过上述营销模式的优

化，使酒品销售具有了更多的服务属性，及以客户为核心的销售理念。 

（2）名品世家结合线上互联网等方式，为区域品牌运营商和门店提供线上

销售平台、线上培训、门店管理系统等新型服务，创新名品世家服务方式，以促

进区域品牌运营商和门店的发展，而从提升名品世家的产品销售收入和服务费收

入。而传统消费品营销模式通常不包含上述服务内容。 

（3）名品世家具有数据管理系统，并与品鉴酒会、产品推广会、跨界合作

及异业联盟等营销服务手段相结合，以达到精准服务和产品推广的目的。而传统

消费品营销模式通常不包含上述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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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请说明名品世家为每个门店所配置酒品验真机的验真范围，是否涵盖

所有的在销酒品类，酒品验真机的采购来源，同行业公司的使用情况，并说明

其对进销存整个流程进行全面保真管控的具体内容，是否有全链条的信息系统

支撑和内控管理监督机制保障以上全面保真管控的实施。 

回复： 

名品世家产品保真措施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在名品世家进销存体系中，进货、存货和销售环节货品通过验真入库、

验真出库，严格记录所有货品箱码、瓶码信息等，规范货品流向。同时，名品世

家制定了配送管理制度、配送人员管理规范及售后管理制度等经营管理规范。名

品世家具有全链条的信息系统支撑和内控管理监督机制，以保障全面保真管控的

实施。 

2、酒品验真终端机系统，主要是针对市场上价值相对较高或品牌较大的酒

类产品，如茅台、五粮液等，并未涵盖所有的在销酒品类。酒品验真机均通过采

购获得，名品世家的验真机采购来源主要为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普什有限公

司。该验真机系统的核心源于商务部打造的国家酒类流通溯源体系，采用 RFID

无线射频识别技术。 

（3）说明公司近三年是否存在因保真检测失败导致的退货或赔偿或诉讼事

项，公司是否已足额预提相关费用。 

回复： 

根据名品世家确认，并经核查，近三年名品世家不存在因为保真检测失败

导致的退货或赔偿或诉讼事项。同时，根据名品世家保真检测失败出现概率的实

际情况，目前名品世家并未对此专项预提相关费用。 

二、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与宝德股份筹划的重大事项尚未达成一致意见，

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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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名品世家酒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8月 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