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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一、审议议案： 

1、审议《关于公司购买江苏省苏食肉品有限公司 60%股权及江苏

淮安苏食肉品有限公司 60%股权的议案》； 

2、审议《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购买江苏省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肉类业务资产之协议>的议案》； 

3、审议《关于签署<现金购买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 

4、审议《关于公司收购江苏省苏食肉品有限公司 60%股权及江苏

淮安苏食肉品有限公司 60%股权的盈利预测鉴证报告的议案》； 

5、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现金购买资产的

相关事宜的议案》； 

6、审议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二、股东代表发言、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答问； 

三、对审议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四、宣布表决结果； 

五、律师事务所作股东大会见证； 

六、通过股东大会决议。 

 

 

 

 

 

注：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时间：2012年 9月 17日上午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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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江苏省苏食肉品有限公司 60%股权 

及江苏淮安苏食肉品有限公司 60%股权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为进一步完善上海梅林肉类业务产业链，扩大业务整体规模，提升核心竞争

能力，公司拟向江苏省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食集团”）及蒋维群及其

代表的叶俊新、张静等 95名自然人股东分别购买江苏省苏食肉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苏食肉品”）35.97%股权及 24.03%股权；向苏食集团及江苏省食品集团有限

公司工会（以下简称“苏食集团工会”）分别购买江苏淮安苏食肉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淮安苏食”）55%股权及 5%股权。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标的：江苏省苏食肉品有限公司 60%股权、江苏淮安苏食肉品有

限公司 60%股权； 

（二）交易对方：江苏省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工会

及蒋维群及其代表的叶俊新、张静等 95名自然人股东； 

（三）交易价格及溢价情况：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以经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评估，并经光明食品集团备案的评估结果为依据，以交易各方协商价格为

最终交易价格。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27 日出具的并经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备案的（评估号：沪东洲资评报字【2012】第 0678151

号/备案号：沪光明国资评备[2012]035 号）及（评估号：沪东洲资评报字【2012】

第 0679151 号/备案号：沪光明国资评备[2012]036 号）《企业价值评估报告书》，

苏食肉品 60%股权收益法评估值为 21,600 万元，淮安苏食 60%股权收益法评估值

为 6,060万元，两者合计值为 27,660 万元。交易各方考虑到标的公司的盈利能力、

品牌价值、销售渠道等因素，且相关资产构成了从生猪养殖、屠宰、加工、销售

完整的产业链，同时考虑到了标的公司未来的成长性及与上海梅林的潜在协同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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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上海梅林的产业发展战略，故经交易各方协商，最终确定交易价格为 37,800

万元，在收益法评估值基础上溢价 10,140万元，溢价率为 36.66%。 

（四）并购资金 

本次交易所需要的资金来源于上海梅林自有资金，自有资金不足时由银行贷

款补充。 

（五）交易方式 

1、标的公司重组 

苏食肉品以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结果为基础向苏食集团购买苏

州苏食肉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苏食”）100%股权、上海苏食肉品配供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配供”）100%股权及江苏省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冷藏分公司的

全部资产及负债（账面欠苏食集团的债务除外）。苏食集团将其拥有的四项专利及

七项商标无偿转让给苏食肉品。 

淮安苏食以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结果为基础向苏食集团购买江

苏省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养殖分公司的全部资产及负债（账面欠苏食集团的债务除

外）。 

2、本次交易进行 

上海梅林通过现金的方式分别向苏食集团支付 16,186.5 万元、向蒋维群及其

代表的叶俊新、张静等 95 名自然人支付 10,813.5 万元购买苏食肉品 35.97%股权

及 24.03%股权；向苏食集团支付 10,800万元购买苏食集团和苏食集团工会持有的

淮安苏食 55%股权及 5%股权。 

3、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后续主要事项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海梅林和苏食集团按照本次交易完成后的持股比例共同

对苏食肉品进行增资，其中苏食集团以南京、无锡、盐城、芜湖四地的土地及房

产以及相关资产评估值作价 13,017 万元增资，上海梅林同时相应配比现金

19,525.5万元增资。 

在上海梅林与苏食集团同为标的公司股东期间，苏食集团将拥有的其他七项

商标无偿授权给标的公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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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增资完成后，标的公司将苏食集团及相关公司目前使用的物业出租给其

使用。  

（六）交易各方约定 

经交易各方协商同意，交易标的在审计（评估）基准日之前经上海梅林聘请

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审计确定形成的可供分配的利润由老股东享有，

交易标的在审计（评估）基准日之后的经上海梅林聘请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

计机构审计确定形成的可供分配的利润由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享有。 

（七）盈利补偿 

交易对方承诺，交易标的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四年内（2012年－2015年，

以下简称“补偿期间”），在每一年度结束后的四个月内，由上海梅林聘请的具有

相关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对标的资产的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之间的差异

出具专项审核意见。根据专项审核意见，如交易标的在盈利预测补偿期间的任一

年度内相关资产的实际盈利数低于评估机构针对交易标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的相

应利润预测数，则由苏食集团进行补偿。在补偿期间内，苏食集团将在交易标的

专项审核意见出具之日起一个月内对上海梅林进行补偿，相关补偿将由上海梅林

予以公开披露。苏食集团每年需补偿上海梅林的现金金额，按如下公式计算：苏

食集团每年应补偿现金金额＝（标的公司当年度预测净利润合计数－标的公司当

年度实际净利润合计数）*60％。 

“标的公司当年度预测净利润合计数”按下表所列金额确定：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年份 2012 年度 2013 年度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苏食肉品的净利润数 3,230 3,666 4,296 4,687 

淮安苏食的净利润数 1,075 1,094 1,234 1,408 

标的公司当年度预测净利润合计数 4,305 4,760 5,530 6,095 

标的公司当年度实际净利润合计数应剔除苏食肉品和淮安苏食因内部销售未

实现毛利对净利润产生的影响数。 

（八）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1、本次交易需经上海梅林董事会决议通过； 

2、本次交易需经苏食集团股东会决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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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交易需经上海梅林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九）本次交易涉及的产权交割 

1、经各方协商同意，在签订产权交易合同后三个月内完成全部交易标的相关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经各方协商同意，在签订产权交易合同后一年内完成全部交易标的相关的

四项专利及七项商标的过户登记手续。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苏食肉品 60%股权 

1、基本信息 

名称：江苏省苏食肉品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浦东北路 9 号 

法定代表人：蒋维群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的批发与零售（按食品流

通许可证范围内经营）。一般经营项目：农副产品销售，制冷、肉类加工设备工程

设计、施工、安装、维修、纸及纸制品、塑料制品、普通机械的销售，畜禽、水

产品养殖，植物种植，仓储，肉类、禽类的进出口业务。 

2、股权结构 

截至目前，苏食肉品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苏食集团 22,790,795 75.97% 

蒋维群 7,209,205 24.03% 

合计 30,000,000 100% 

注：蒋维群除本人持有 0.8077%外，替苏食肉品隐名股东叶俊新、张静、江

卫兵等共计九十五人持有其余 23.2223%。 

（二）淮安苏食 60%股权 

1、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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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江苏淮安苏食肉品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省淮安市江苏楚州经济开发区铁云路 58号 

法定代表人：刘天成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生猪屠宰；禽类屠宰加工及销售；食用动物油脂

（猪油）生产、销售（有效期至 2012 年 10 月 29 日）；肉制品（腌腊肉制品、酱

卤肉制品、熏煮香肠火腿制品）生产及销售（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4 年 4月 26日）；

速冻食品[速冻其他食品（速冻肉制品）]生产、销售（有效期至 2013 年 12 月 9

日）（以上限销售本公司产品）。一般经营项目：生、鲜食用农产品{畜禽、生鲜肉、

禽蛋、水产品、血豆腐（猪血）、蔬菜}销售；房屋（冷库）、场地出租。（经营范

围中涉及专项审批规定，需办理专项审批后方可经营）。 

2、股权结构 

截至目前，淮安苏食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江苏省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9,500,000 95.00% 

江苏省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工会 500,000 5.00% 

合计 10,000,000 100.00%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的意义和影响 

通过收购苏食集团肉类业务，上海梅林的生猪屠宰加工及肉制品销售业务整

体规模将进一步扩大，整体实力得到有效提升，有利于巩固并加强上海梅林的市

场地位和核心竞争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上海梅林将利用苏食集团在江苏省内优质的肉类业务销售渠道资源，大力推进

爱森品牌肉的扩张，增强销售辐射范围，提升盈利能力；同时，苏食的肉类产品

也将借力上海梅林的品牌优势及渠道资源，扩大上海区域肉制品市场份额，与爱

森品牌肉形成产品互补，发挥协同效应，实现爱森及苏食在长三角地区的共同发

展。 

根据上海梅林的产业发展战略，公司完成本次收购资产后，在长三角地区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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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200 万头的产能，在西南地区可形成 300 万头的产能，初步完成公司在长三角

地区和西南地区的生猪养殖、屠宰和肉与肉制品销售的产业布局。 

 

此议案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12 年 9 月 
 

 

 

 

 

议案二：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本公司现金购买 

江苏省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肉类业务资产之协议》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公司拟通过现金方式购买江苏省苏食肉品有限公司 60%股权及江苏淮安苏食

肉品有限公司 60%股权。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公司拟与苏食集团、苏食集团工会及蒋维群及其代表的叶俊新、张静等 95名

自然人签订《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现金购买江苏省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肉

类业务资产之协议》（以下简称“《资产购买协议》”），主要内容包括（1）合同主

体、签订时间；（2）交易对方；（3）交易标的；（4）交易方式；（5）交易标的定

价及其支付；（6）过渡期安排及后续安排；（7）本次交易涉及的产权交割；（8）

债券债务处理及职工安置；（9）上海梅林的承诺；（10）交易对方的承诺；（11）

协议的生效条件；（12）违约责任；（13）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14）各方承担各

自应缴的税费；（15）保密；（16）排他性；（17）通知及其他通讯；（18）其他。 

 

此议案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1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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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现金购买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公司拟通过现金方式购买江苏省苏食肉品有限公司 60%股权及江苏淮安苏食

肉品有限公司 60%股权。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公司拟与苏食集团、苏食集团工会及苏食肉品蒋维群及其代表的叶俊新、张

静等 95名自然人签订《现金购买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主要内容包括（1）补

偿的前提；（2）补偿方式；（3）补偿实施时间；（4）现金补偿金额及其计算方法。 

 

该协议经交易各方签字、盖章后与《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现金购买

江苏省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肉类业务资产之协议》同时生效。 

 

此议案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1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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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审议公司收购江苏省苏食肉品有限公司 60%股权及江苏 

淮安苏食肉品有限公司 60%股权相关的盈利预测鉴证报告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公司拟通过现金方式购买江苏省苏食肉品有限公司 60%股权及江苏淮安苏食

肉品有限公司 60%股权。 

为顺利实施本次交易，上海梅林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分

别对公司拟收购的江苏省苏食肉品有限公司编制的 2012年 6-12月和 2013年度备

考合并盈利预测报告及公司拟收购的江苏淮安苏食肉品有限公司编制的 2012 年

6-12月和2013年度备考合并盈利预测报告进行审核，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2）

第 150771号）及（信会师报字（2012）第 150770号）《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支持盈利预测报告中披露的编制

基础及基本假设的证据的审核，其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其认为该编制基础及基

本假设没有为盈利预测提供合理基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

江苏省苏食肉品有限公司及江苏淮安苏食肉品有限公司 2012年 6-12月和 2013年

度盈利预测是在该编制基础及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该编制基础

及基本假设进行了列报。 

 

此议案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1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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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 

现金购买资产的相关事宜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为保证本次现金购买资产有关事宜的顺利进行，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

会批准授权公司董事会处理本次现金购买资产的有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股东大会决议，制定和实施本次现

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 

2、按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次现金购买资产的

具体相关事宜，办理相关产权交易手续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现金购买资产有关的一切协

议和文件； 

4、决定并聘请相关中介机构； 

5、全权处理与本次现金购买资产有关的其他事宜； 

6、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此议案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1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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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2012 年 6 月，公司实施了 2011 年度分配方案，以 2011 年末公司总股本

498,627,358股为基准，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元（含税）；

用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5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747,941,037 股，因此，

公司的注册资本发生了变化，特提出修改章程如下： 

 

一、原公司章程   第一章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肆亿玖仟捌佰陆拾

贰万柒仟叁佰伍拾捌元(￥498,627,358)。 

现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柒亿肆仟柒佰玖拾肆万壹仟零叁拾柒

元（￥747,941,037）。 

 

二、原公司章程   第三章第十九条：公司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498,627,358

股。 

现修改为：公司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747,941,037 股。 

 

此提案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12年 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