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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 

专项审计说明 

 
信会师报字[2013]第 110400 号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

公司”）2012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汇总

表（以下简称“汇总表”）。该汇总表已由贵公司管理层按照监管机构

的有关规定编制以满足监管要求。 

 

一、管理层对汇总表的责任 

管理层负责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及其他相关规定

编制汇总表以满足监管要求，并负责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

制，以使汇总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汇总表发表专项审计

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中

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

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汇总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汇总表金额和披露的审

计证据。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

或错误导致的汇总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注册

会计师考虑与汇总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

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

的合理性，以及评价汇总表的总体列报。 

 

http://127.0.0.1:85/PCPAIntranet/Law_StatuteMgmt/LawDocumentShow.aspx?lawdocid=7316&fromi=1
http://127.0.0.1:85/PCPAIntranet/Law_StatuteMgmt/LawDocumentShow.aspx?lawdocid=7316&fromi=1
http://127.0.0.1:85/PCPAIntranet/Law_StatuteMgmt/LawDocumentShow.aspx?lawdocid=7316&fromi=1
http://127.0.0.1:85/PCPAIntranet/Law_StatuteMgmt/LawDocumentShow.aspx?lawdocid=7316&from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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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2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编制单位：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资金占用方名称 

占用方与上市公司的

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12 年期初占用

资金余额 

2012 年度占用累计发生

金额（不含利息） 

2012年度占用资金

的利息（如有） 

2012 年度偿还累计

发生金额 

2012 年期末占用

资金余额 

占用形

成原因 

占用性质 

现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小计           

前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小计                     

总计                

其他关联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公司的

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12 年期初往来

资金余额 

2012 年度往来累计发生

金额（不含利息） 

2012年度往来资金

的利息（如有） 

2012 年度偿还累计

发生金额 

2012 年期末往来

资金余额 

往来形

成原因 

往来性质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人 应收账款   56.08    55.59  0.49  购销 经营性占用 

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应收账款 0.36  8.66    8.80  0.22  购销  经营性占用  

农工商超市（集团）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1,596.49  9,648.50    8,881.95  2,363.04  购销 经营性占用 

冠生园（集团）有限公司合肥销售中心 同一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1,040.18     1,040.18  购销 经营性占用 

上海正广和汽水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102.56  291.09    207.78  185.87  购销 经营性占用 

上海第一食品连锁发展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172.76  359.86    354.13  178.49  购销 经营性占用 

上海海烟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246.70  8,334.47    8,444.11  137.06  购销 经营性占用 



 

上海石库门酿酒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82.30  306.60    277.74  111.16  购销 经营性占用 

上海好德便利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154.29  109.75    159.92  104.12  购销 经营性占用 

上海农工商配送服务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15.82  233.57    197.66  51.73  购销 经营性占用 

上海可的便利店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42.78  55.60    49.54  48.84  购销 经营性占用 

上海一只鼎食品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27.17  229.03    208.08  48.12  购销 经营性占用 

上海伍缘现代杂货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39.76  279.91    296.67  23.00  购销 经营性占用 

冠生园（集团）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3,436.46  6,198.22    9,615.03  19.65  购销 经营性占用 

上海捷强烟草糖酒（集团）连锁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10.69  757.13    754.76  13.06  购销 经营性占用 

上海申丰食品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10.09        10.09  购销 经营性占用 

上海新天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7.59    2.03  5.56  购销 经营性占用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0.90  13.27    12.14  2.03  购销 经营性占用 

上海都市生活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0.87      0.87  购销 经营性占用 

川田锦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12.65    12.08  0.57  购销 经营性占用 

上海农工商集团供销总公司 同一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1.50    1.30  0.20  购销 经营性占用 

上海海湾国家森林公园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8.15    8.15    购销 经营性占用 

上海捷强烟草糖酒(集团)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5,689.61    5,689.61    购销 经营性占用 

上海捷强烟草糖酒集团配销中心 同一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1,238.68    1,238.68    购销 经营性占用 

上海轻工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1.06    1.06    购销 经营性占用 

上海乳品七厂有限公司牛奶棚食品销售

分公司 

同一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0.86    0.86    购销 经营性占用 

上海瑞考尼食品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2.68    2.68    购销 经营性占用 



 

上海市工业微生物研究所 同一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4.42    4.42    购销 经营性占用 

上海市食品进出口公司 同一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42.37  17.96    60.33    购销 经营性占用 

上海小木屋会务中心 同一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8.78    8.78    购销 经营性占用 

上海星辉蔬菜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412.65    412.65    购销 经营性占用 

上海中鑫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控制 应收账款   5.25    5.25    购销 经营性占用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

企业 

上海梅林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355.23  71,399.80    71,226.46  6,528.57  拆借 非经营性占用 

上海梅林（荣成）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168.07  4,500.00  614.90  2,414.90  10,868.07  拆借 非经营性占用 

上海梅林正广和重庆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1,730.74  9,300.00    2,000.00  29,030.74  拆借 非经营性占用 

上海梅林（捷克）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8.03  48.52    71.15  75.40  拆借 非经营性占用 

上海市食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500.00    2,000.00  6,500.00  拆借 非经营性占用 

江苏省苏食肉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000.00      3,000.00  拆借 非经营性占用 

江苏淮安苏食肉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00.00      2,000.00  拆借 非经营性占用 

上海爱森肉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900.00  3.92  1,503.92  3,400.00  拆借 非经营性占用 

关联自然人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 

                    

                    

总计       43,373.75 137,942.77 618.82  117,228.39  64,706.95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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