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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73                 证券简称：上海梅林            编号：临 2013—004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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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和向实际控制人借款提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和向实际控制人借款事项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进行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方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

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一、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2012年3月13日召开的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2012年5月18日召开的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201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提案》，详见2012年3月15日、2012年5月19日刊载于《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公告。 

（二）2013 年 3 月 13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2

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超额部分追认的提案》、《关于 2013年预计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金额

的提案》和《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向实际控制人及其子公司以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申请借款额度 5亿元的提案》，以上三项提案审议时关联董事周海明、张斌回避表决，

董事姜国芳因公出差，委托董事周海鸣代为行使表决权，因周海鸣为关联董事，所以，

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应国强、徐荣军、李英、张广生、张晖明、戴继雄一致表示

同意，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相关制度的规定。以上提案尚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届时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三）独立董事基于自身的独立判断，就关联交易也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张广生、张晖明、戴继雄对上述关联交易提案，经审核认为符合公

司的实际经营需要，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经审议认为：三项提案均

为公司和公司控股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中必要的、合理的行为。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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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参照市场价格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对公司独立

性产生影响，而且有利于公司和公司控股子公司相关主营业务的发展；向关联方申请

借款额度，利率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充分显示公平、公正，没有损害中小股东

的利益。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 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2012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 2012年生产销售规模增加，公司向关联企业采购原料和销售产品的数量相应

增加。2012 年超出年初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所涉新

增关联交易事项的定价原则未发生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相关利益者的合法权

益。目前经核查，2012 年我公司发生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销售产品、商品以及房屋

租赁等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超出了 2012 年年初预计数，超出金额为 16,779.22万

元，具体情况如下： 

 

1、采购商品及接受劳务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交易对象 交易内容 

 2012 年预计   2012 年实际  

 超出金额  

 交易金额   交易金额  

1 光明米业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200.00 1,757.09 557.09 

2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700.00 660.21 -39.79 

3 上海市申川农贸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430.00 1,887.03 1,457.03 

4 上海丰海肉类食品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660.00 2,292.93 1,632.93 

5 上海正广和汽水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50.00 160.57 10.57 

6 上海石库门酿酒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0.00 33.98 33.98 

7 上海捷强烟草糖酒集团配销中心 采购商品 0.00 1,170.57 1,170.57 

8 上海易统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0.00 131.13 131.13 

9 上海聚能食品原料销售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0.00 1,704.87 1,704.87 

10 上海市浦东星火开发区排水管理中心 采购商品 0.00 3.30 3.30 

11 上海星火中法供水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0.00 3.95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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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上海光明乳业销售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0.00 252.09 252.09 

13 上海光明奶酪黄油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0.00 762.99 762.99 

14 上海大白兔糖果厂 采购商品 0.00 2,919.00 2,919.00 

15 合计   3,140.00 13,739.70 10,599.70 

                                                                                                                   

2、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交易对象 交易内容 

 2012 年预计   2012 年实际  

 超过金额  

 交易金额   交易金额  

1 农工商超市（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800.00 8,795.88 2,995.88 

2 上海一只鼎食品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50.00 167.93 17.93 

3 上海农工商配送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0.00      295.59      295.59  

4 上海星辉蔬菜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0.00      355.68      355.68  

5 上海牛奶棚食品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0.00        6.34        6.34  

6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0.00        4.35        4.35  

7 上海石库门酿酒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0.00      262.05      262.05  

8 上海捷强烟草糖酒（集团）连锁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0.00      647.12      647.12  

9 上海捷强烟草糖酒集团配销中心 销售商品 0.00    1,058.70    1,058.70  

10 上海第一食品连锁发展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0.00      308.25      308.25  

11 上海海博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0.00       69.00       69.00  

12 上海好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0.00       21.00       21.00  

13 上海都市生活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0.00        0.74        0.74  

14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0.00       10.90       10.90  

15 冠生园（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0.00       10.28       10.28  

16 上海梅林正广和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0.00       20.63       20.63  

17 上海大白兔糖果厂 销售商品 0.00       75.00       75.00  

18 上海市食品进出口公司 销售商品 0.00        1.48        1.48  

19 合计   5,950.00 12,110.92 6,16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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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租赁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交易对象 交易内容 

2012 年预计 2012 年实际 

超过金额 

交易金额 交易金额 

1 光明食品集团上海五四有限公司 

租赁办公场

所等 

0 18.6 18.6 

2 合计   0 18.6 18.6 

 

（二）2013 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1、采购商品及接受劳务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交易对象 交易内容 

预计 2013 年 

定价原则 

交易金额 

1 上海石库门酿酒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50 按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2 上海捷强烟草糖酒集团配销中心 采购商品 6000 按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3 上海易统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3000 按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4 云南东方糖酒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3000 按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5 东方先导（上海）糖酒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5000 按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6 上海聚能食品原料销售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2000 按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7 上海市浦东星火开发区排水管理中心 采购商品 10 按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8 上海星火中法供水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0 按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9 上海光明乳业销售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500 按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10 上海光明奶酪黄油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000 按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11 上海正广和汽水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200 按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12 上海市东裕畜牧养殖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3000 按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13 上海黄海农贸总公司 采购商品 3000 按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14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725 按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15 光明米业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6500 按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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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合计   33995   

 

2、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交易对象 交易内容 

预计 2013 年 

定价原则 

交易金额 

1 农工商超市（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2000 按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2 上海伍缘现代杂货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00 按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3 上海都市菜园发展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00 按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4 上海星辉蔬菜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00 按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5 上海农工商配送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00 按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6 上海第一食品连锁发展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600 按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7 上海牛奶棚食品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0 按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8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0 按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9 上海石库门酿酒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00 按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10 上海捷强烟草糖酒（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6000 按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11 上海捷强烟草糖酒集团配销中心 销售商品 1000 按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12 上海捷强烟草糖酒(集团)连锁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000 按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13 东方先导重庆市糖酒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000 按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14 上海第一食品连锁发展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00 按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15 上海海博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69 按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16 上海可的便利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00 按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17 上海好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0 按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18 上海好德便利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00 按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19 上海都市生活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0 按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20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1 按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21 冠生园（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0 按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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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上海市食品进出口公司 销售商品 20 按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23 上海梅林正广和(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0 按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24  上海一只鼎食品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00 按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25 合计   26850   

3、租赁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交易对象 交易内容 

预计 2013 年 

定价原则 

交易金额 

1 冠生园（集团）有限公司 租赁办公场所等 663.6 按约定 

2 光明食品集团上海五四有限公司 租赁办公场所等 18.6 按约定 

3 上海市食品进出口公司 租赁办公场所等 360 按约定 

4 合计   1042.2   

 

（三）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向实际控制人及其子公司以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申请

借款额度5亿元的情况。 

2012年公司的营业收入从2011年的57亿元增加至近80亿元，总资产由40多亿元增

至50多亿元，在经营规模和资产总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公司需要流动资金的补充，

因此，拟向实际控制人及其子公司以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申请借款额度5亿元，用

于生产经营，期限2年（具体日期以合同约定为准）。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序

号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1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食品销售管理，国有资产

的经营与管理等 
实际控制人 

2 上海石库门酿酒有限公司 酒类生产销售 同一控制人下企业 

3 上海捷强烟草糖酒集团配销中心 销售配送 同一控制人下企业 

4 上海易统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贸易 同一控制人下企业 

5 云南东方糖酒有限公司 砂糖生产销售 同一控制人下企业 

6 东方先导（上海）糖酒有限公司 砂糖生产销售 同一控制人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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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上海聚能食品原料销售有限公司 食品原料销售 同一控制人下企业 

8 上海市浦东星火开发区排水管理中心 排水管理 同一控制人下企业 

9 上海星火中法供水有限公司 自来水销售 同一控制人下企业 

10 上海光明乳业销售有限公司 乳制品销售 同一控制人下企业 

11 上海光明奶酪黄油有限公司 奶酪黄油生产销售 同一控制人下企业 

12 上海正广和汽水有限公司 饮料生产销售 同一控制人下企业 

13 上海大白兔糖果厂 糖生产销售 同一控制人下企业 

14 上海市东裕畜牧养殖有限公司 肉类食品生产销售 同一控制人下企业 

15 上海黄海农贸总公司 贸易 同一控制人下企业 

16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乳制品生产销售 同一控制人下企业 

17 光明米业有限公司 米制品生产销售 同一控制人下企业 

18 农工商超市（集团）有限公司 超市连锁 同一控制人下企业 

19 上海伍缘现代杂货有限公司 便利连锁 同一控制人下企业 

20 上海都市菜园发展有限公司 蔬菜销售 同一控制人下企业 

21 上海星辉蔬菜有限公司 蔬菜销售 同一控制人下企业 

22 上海农工商配送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配送 同一控制人下企业 

23 上海第一食品连锁发展有限公司 连锁零售 同一控制人下企业 

24 上海牛奶棚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零售 同一控制人下企业 

25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食品销售 实际控制人 

26 上海捷强烟草糖酒（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同一控制人下企业 

27 上海捷强烟草糖酒集团配销中心 销售配送 同一控制人下企业 

28 上海捷强烟草糖酒(集团)连锁有限公司 烟草糖酒连锁销售 同一控制人下企业 

29 东方先导重庆市糖酒有限公司 砂糖生产销售 同一控制人下企业 

30 上海海博股份有限公司 出租车物流 同一控制人下企业 

31 上海可的便利店有限公司 便利连锁 同一控制人下企业 

32 上海好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便利连锁 同一控制人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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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上海好德便利有限公司 便利连锁 同一控制人下企业 

34 上海都市生活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食品销售 同一控制人下企业 

35 上海梅林正广和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同一控制人下企业 

36 光明食品集团上海五四有限公司 物业出租、食品销售 同一控制人下企业 

37 冠生园（集团）有限公司 物业出租、对外投资 同一控股股东下企业 

38 上海市食品进出口公司 物业出租、国际货运 同一控股股东下企业 

 

四、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根据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为：有国家定价的，适

合国家定价；没有国家定价的，按市场价格确定；没有市场价格的，按照实际成本加

合理利润原则由双方协商定价。 

 

五、关联方履约能力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具备持续经营和服务的履约能力，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

子公司以前年度的关联交易中资信情况良好，对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支付的款

项不会形成坏帐。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能充分利用双方的资源和优

势为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市场经营服务，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获取更

好效益。日常经营关联交易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

联方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也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不会因此类

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向关联方申请借款额度，利率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充分显示公平、公正，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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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3月15日 

 

附件：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意见 

 

独立董事经审核公司《关于2012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超额部分追认的提案》、

《关于2013年预计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金额的提案》和《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向实际控

制人及其子公司以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申请借款额度5亿元的提案》，认为符合

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经审议认为：三项提案均为公司和公司控股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中必

要的、合理的行为。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定价参照市场价格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而且有利于公司和公司控

股子公司相关主营业务的发展；向关联方申请借款额度，利率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

利率，充分显示公平、公正，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审议上述三项提案

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股票上市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张广生    张晖明    戴继雄 

2013 年 3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