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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 5月 22日上午 9:30 

二、网络投票时间：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三、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漕宝路 1688 号诺宝中心一楼百合厅 

四、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施永雷先生 

六、会议审议议案： 

1 《公司 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公司 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4 《公司 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以及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5 《公司 2016年度财务决算以及 2017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6 《公司 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7 《公司续聘 2017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聘任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8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9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议案一：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公司

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向本次股东大会作 2016 年度公司董事会工

作报告，现将相关工作报告如下： 

一、2016 年经营管理情况 

（一）、主要经营情况 

2016 年 10月 12 日，公司正式登陆资本市场，迎来了发展新平台、新机遇。 

在公司管理层以及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2016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236,497,511.84 元，较去年增长 3.50%；归属于上市股东的净利润为

134,114,737.80元，较去年增长了 1.92%；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

资 产 为 2,769,094,287.66 元 ， 较 年 初 增 长 47.47% ， 公 司 净 资 产 为

1,874,631,558.52元，较年初增长 73.81%。 

主要会计数据  2016年  2015年  
本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  3,236,497,511.84 3,127,146,540.55 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4,114,737.80 131,588,503.42 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0,447,383.83 121,832,503.42 -1.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3,768,449.28 190,018,964.39 70.39 

 
2016年末 2015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

同期末增减（%） 

总资产  2,769,094,287.66 1,877,706,344.22 47.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74,631,558.52 1,078,579,462.16 73.81 

 

主要财务指标  2016年  2015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9 0.73 -5.9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9 0.73 -5.9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62 0.68 -8.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71 12.99 减少 1.28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0.51 12.03 减少 1.52个百分点  

 

（二）、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聚焦线下、线上全渠道一体化协同发展，产业链优势资

源整合，品牌价值的提升等各项工作，公司整体经营情况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1、全渠道一体化协同发展成效显著 

（1）、线下门店形象提升，单店盈利能力增强 

2016 年，公司继续优化门店营销网络布局，积极在拥有巨大潜力市场的区

域及合适的商业地段拓展优质门店。截止 2016 年 12月 31日，公司先后在上海、

江苏、浙江、北京、安徽等 16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开设连锁门店 2260

家，其中直营门店 2091 家，新开店 243家，闭店 257家；特许经营加盟门店 169

家，其中新开店 54 家，闭店 41家。 

通过新的门店形象的升级，立体化的商品陈列，有效的空间利用，门店形象

得到大幅提升的同时科学提高单店效益。 

（2）、线上电商平台持续发力 

2016 年，公司加大对线上业务的投入，线上业绩保持持续快速增长，公司

自营移动 APP下载量超过 220万，较 2015年增长 100.90%，发展势头良好。 

（3）、特通渠道 

2016 年，公司支持特通渠道业务发展，业绩保持稳步增长。 

全渠道业务一体化的协同发展，满足消费人群随时、随地购买安心、好吃的

零食需求，形成了公司独特的核心竞争力。 

2、产品日益丰富、品质不断提升 

（1）、产品不断推陈出新 

以引领、满足消费需求为导向，基于对消费者需求的精准把握能力和产品创

新能力，公司产品创新能力继续加强，产品创新速度不断加快。2016 年公司累

计开发、上市新品 100 多种。  



为满足人们的健康需求，继续引领休闲食品健康化发展，公司不断加大无添

加、健康素食等绿色健康产品的研发力度。2016 年，公司完成 18款产品的无添

加研究，完成 7 款产品的工艺调整。新推出的健康系列产品“天天坚果”，深受

消费者青睐。 

（2）、产品质量控制体系持续完善 

产品品质与质量是公司的生命线，坚持美味健康是我们的不懈追求。报告期

内，公司入库检验产品 62,155批次，日均 170 批次，入库检验合格率为 99.21%；

此外，第三方送检产品 1,260次，第三方送检合格率为 97.30%，入库检验次数、

入库合格率、第三方送检合格率均比 2015年有较大提升。 

在加强对供应商日常管理的同时，积极推动供应商产品质量管理能力及水平

的提升。目前，合作供应商中，已获得第三方认证的供应商（第三方认证包括：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系、HACCP认证）占公司供应

商总数的 78.40%。 

2016 年，公司参与了《GB/T 10782蜜饯通则》、《GB/T 20977糕点通则》、《GB/T 

23586酱卤肉制品》、《GB/T 23969肉干》四类国家行业标准的制定。 

3、供应链管理运营效率稳步提升 

随着募投项目的实施，一个集供应链管理、新品研发、食品质量检测于一体，

日吞吐量达 20万箱的高效、快捷、信息化、现代化的休闲食品基地已初具规模，

实现了供应商订单优化整合，物流链管控科学化、透明化，配送体系效率进一步

提升，保证了公司购、销、运、存等经营活动过程的高效率和服务质量，保证商

品的品质，公司供应链运营效率进一步提升。 

4、信息化建设助推全渠道业务发展 

报告期内，通过自主开发与外部委托相结合的方式，持续加强了信息系统的

应用建设，利用手机移动开发技术、视频流技术，虚拟机技术，对公司的营运管

理系统、供应链管理系统、移动办公、店铺管理移动办公、门店音视频监控管理

平台以及企业管理协同平台等方面进行系统完善、迭代升级，沉淀了大量有价值

数据，为线下、线上全渠道一体化协同发展、供应链全渠道的资源整合，提供了

坚实的信息系统支持与保障。 

5、品牌形象全面提升 



以消费需求为导向，以休闲、快乐为核心，2016 年，公司全面推进“来伊

份”品牌升级。通过持续不断的第八门店形象升级、移动 APP系统迭代升级、商

品包装升级、对“伊仔”卡通形象视觉升级，赋予“来伊份”更加年轻、时尚、

活力的品牌形象，从产品、服务、体验、文化多维度丰富“来伊份”品牌内涵，

传递“味我所爱”休闲文化生活。 

品牌传播，借公司上市仪式，策划“上交所惊现真牛”事件营销、冠名真人

秀节目《我们的挑战》优酷独播，拉近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提升品牌的知名度

和美誉度。 

通过参与制作《吃货跟我走》电视专题节目，积极传播零食文化。 

通过参与各类教育、环保、扶贫等社会公益活动，公司积极履行企业的社会

责任，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 

6、2016年公司取得荣誉 

奖项名称 评选单位 获奖时间 

2016 年上海著名商标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6-2018 年 

2015 年度上海名牌 上海市名牌推荐委员会 2016 年 

2015 年度全国坚果炒货行业 10 大诚信营销企业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坚果炒货专业委员会 2016 年 

2015 年度全国坚果炒货行业 10 大创新企业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坚果炒货专业委员会 2016 年 

2016 年全国产品和服务质量诚信示范企业 证书 中国质量检验协会 2016 年 

2016 年全国质量信得过产品 中国质量检验协会 2016 年 

2015 年中国连锁百强榜单（92名）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2016 年 

2015 年度中国特许经营连锁百强榜单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2016 年 

2015 年度中国特许品牌社会贡献奖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2016 年 

 

（三）、社会责任工作情况 

对公司而言，社会责任早已经是企业发展的一部分。作为富有责任感的全

球公民，多年来，公司已将社会责任融进企业发展的血脉，反哺社会。 

2016 年度，公司分别与中国扶贫基金会、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松江区

慈善基金会、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育基金合作，资助学校贫困学生

和奖励优秀学生。同时扶助有特殊困难的志愿者，积极参与、支持社区文化宣传、

科普知识普及、社区治理创新项目等社会活动。 

2016 年，公司开展产品溯源保护工作，与临安银坑村合作建立野生小核桃

基地，开展农林产业扶持，维护 36 万棵野生小核桃树生态环境，同时解决销路



问题。“来伊份”是一个充满关爱的品牌，公司将一如既往感恩社会、回馈社会，

把爱传递到最需要的地方。 

 

二、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上市后，站在新起点上，继续坚持以消费者为导向，以线下连锁门店 + 

线上移动互联网等全渠道一体化协同发展为核心，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推动产

融结合，实现内生与外延式复合增长。全力以赴将“来伊份”打造成为行业的标

杆，成为中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优秀上市公司。 

 

三、公司 2017 年工作计划 

公司在“新起点，新平台，新思维，新速度”的指导思想下，2017 年营业

收入较 2016年增长 10%以上，2017年主要开展重点工作如下： 

1、进一步加强商品品类规划和新品开发，满足全渠道的不同商品、不同规

格的需求，并保障供应商，为消费者提供优质、健康、好吃的商品； 

2、通过打造“伊仔”IP、九代体验店等系列活动，进一步提升来伊份品牌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建设，拓展品牌衍生品文化价值； 

3、通过线下全国网点拓展，线上提高市场占有率，全力推进线上、线下全

渠道业务一体化的协同发展，构建来伊份生态圈； 

4、继续提升供应链资源整合，提升运营效率； 

5、继续加强对产品品质及食品安全的把控； 

6、继续推进公司信息化建设，持续提升运营、管理各环节信息化水平； 

7、深度挖掘整合公司会员资源，提升消费者购物体验。 

 

本议案，已经通过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请各位股东审议。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4 月 

  



议案二：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公司

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向本次股东大会作 2016 年度公司监事会工

作报告，现将相关工作报告如下： 

一、监事会工作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共召开 6次会议，具体如下： 

次数 时间 会议 

1 2016年 4月 17日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2 2016年 8月 17日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3 2016年 10月 27日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4 2016年 11月 11日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5 2016年 11月 16日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6 2016年 11月 30日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二、监事会独立意见 

1、监事会对公司依法运作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列席了所有的董事会会议、股东大会，认真审查了相

关会议材料，认为：  

（1）、报告期内，董事会、股东大会的通知、召集、召开、会议讨论和决策

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其它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所作决议

合法有效；各决策机构能依据各项监管要求，民主讨论、分级决策，规范运作；  

（2）、公司董事、经理层勤勉尽责、忠于职守，各项经营决策科学、合理，



在执行公司职务时未有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

行为发生。 

2、监事会对检查公司财务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制度健全，管理规范，未发现有违反财务管理制度的行

为。公司监事会认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司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是客观公正、真实可靠的，如实反映了公司 2016 年度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 

3、监事会对公司关联交易情况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认为： 

（1）、2016 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未超过年度关联交易预计

总额；公司制定的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为公司开展正常经营管理所需要，

该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的经营业务活动，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不违背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2）、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遵循市场经济规则，交易价格遵

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按市场价格定价，未对公司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没有

损害公司、其他非关联股东及债权人的利益； 

（3）、公司 2017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决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并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决策程序合法。 

 

 

本议案，已经通过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审议。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4 月 

 

 

 



议案三：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上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2016 年

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合并）主要

经营情况如下：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资    产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货币资金  835,475,731.22 538,883,946.29 

  应收账款  21,575,840.79 28,435,925.25 

  预付款项  99,050,223.57 108,919,635.58 

  其他应收款  45,972,412.14 68,282,824.31 

  存货  293,508,318.04 267,369,570.01 

  其他流动资产  625,194,362.60    

流动资产合计  1,920,776,888.36 1,011,891,901.44 

  投资性房地产  194,381,690.57 185,406,367.48 

  固定资产  497,252,973.73 528,601,388.94 

  在建工程  36,930,406.38 36,930,406.38 

  无形资产  33,131,689.64 35,251,464.76 

  长期待摊费用  68,457,411.51 60,853,528.23 

  递延所得税资产  18,163,227.47 18,771,286.99 

非流动资产合计  848,317,399.30 865,814,442.78 

资产总计  2,769,094,287.66 1,877,706,344.22 

应付账款  538,871,969.33 508,299,839.64 

预收款项  135,997,016.44 135,386,032.23 

应付职工薪酬  953,402.81 812,183.79 

应交税费  58,763,716.81 35,793,495.72 

其他应付款  151,252,760.94 115,126,696.67 

流动负债合计  885,838,866.33 795,418,248.05 

递延收益  7,593,333.20 2,695,933.24 

递延所得税负债  1,030,529.61 1,012,700.77 

非流动负债合计  8,623,862.81 3,708,634.01 



负债合计  894,462,729.14 799,126,882.06 

股本  240,000,000.00 180,000,000.00 

资本公积  990,908,198.42 388,970,839.86 

盈余公积  37,726,357.10 33,295,174.94 

未分配利润  605,997,003.00 476,313,447.3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874,631,558.52 1,078,579,462.1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874,631,558.52 1,078,579,462.1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769,094,287.66 1,877,706,344.22 

 

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3,236,497,511.84 3,127,146,540.55 

其中：营业收入  3,236,497,511.84 3,127,146,540.55 

二、营业总成本  3,057,696,813.63 2,956,289,314.56 

其中：营业成本  1,757,232,877.31 1,672,804,039.12 

税金及附加  35,335,973.13 23,495,965.37 

销售费用  983,070,935.03 974,392,530.22 

管理费用  283,794,283.30 282,907,607.28 

财务费用  -1,603,856.34 1,039,340.76 

资产减值损失  -133,398.80 1,649,831.81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3,696,347.93 4,757,979.26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82,497,046.14 175,615,205.25 

加：营业外收入  14,150,079.77 9,587,882.33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201,252.30 63,436.52 

减：营业外支出  1,355,016.05 2,048,172.46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64,040.82 33,135.85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95,292,109.86 183,154,915.12 

减：所得税费用  61,177,372.06 51,566,411.70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34,114,737.80 131,588,503.4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34,114,737.80 131,588,503.42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                       -      

七、综合收益总额  134,114,737.80 131,588,503.4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34,114,737.80 131,588,503.42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9 0.73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9 0.73 

 

 

 



公司《2016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详细情况，参见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报告全文。 

 

本议案，已经通过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请各位股东审议。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4 月 

 

 

 

 

 

 

  



议案四：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以及 

2017 年度日常关联易预计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为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和本公司《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公司 2015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6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1.48亿元。 

2016 年，公司与关联方发生了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租赁房屋等多项日常

关联交易，同时，为规范日常关联交易行为，公司对 2017 年度全年的日常关联

交易进行了预计，具体内容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16 年 4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经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 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不超过 148,000,000.00元，实际发生额

为 64,875,859.97 元，未超出公司 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预计总额。其中：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类总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1,800 万元，实际执行

13,589,276.08元； 

2）出售商品/提供劳务类总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12,000 万元，实际执行

45,953,653.97元； 

3）关联租赁类总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900 万元，实际执行 5,332,929.92 元； 

4）关联方资产转让类总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100万元，实际执行 0元。 

（二）2016 年度新增关联交易 

公司于 2016年 11 月 3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在



上海松江富明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办理存款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

司及其全资子（孙）公司在上海松江富明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办理存款，2016

年度，该账户单日存款总额均未超过人民币 5,000.00万元。 

关联方往来款                                                    金额：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

易内容 

年初

余额 

本期转入

金额 

本期利

息收入 

手续费

支出 

本期转

出金额 

期末 

余额 

上海松江富明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 

业务 

 
10,600.00 6.21  6,806.17 3,800.04 

公司于上海松江富明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设一般户，本年主要用于存款

业务。期末余额中 3,800 万元为七天通知存款，其余为活期存款；且 2016 年度

单日存款总额均未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 

（三）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1、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为人民币 13,500 万元，其中：商

品/接受劳务类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600万元；出售商品/提供劳务类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 11,000 万元；关联租赁类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50 万元；关联方资产转让

类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万元 

 2、关联方往来款事项中，2017年度公司及其全资子（孙）公司在上海松江

富明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办理存款，单日存款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公司的关系 

郁瑞芬 公司股东、与主要投资者个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上海凯惠百货有限公司 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上海爱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南京爱趣食品有限公司 与主要投资者个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公司 

上海醉香食品有限公司 与主要投资者个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公司 

南通爱佳食品有限公司 与主要投资者个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公司 

上海爱顺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与主要投资者个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公司 

芜湖市爱璐食品有限公司 与主要投资者个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公司 

苏州苏启广告装饰装潢有限公司 与主要投资者个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公司 

上海荣迈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与主要投资者个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公司 

南通市裕鑫包装有限公司 与主要投资者个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公司 



杭州顺铭建筑装饰工程公司 与主要投资者个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公司 

上海松江富明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参股并担任董事的公司 

 

三、关联交易价格的确定原则 

交易双方本着公平、公正、等价有偿的原则签署了一系列关联交易协议，具

体定价依据如下： 

1、交易事项实行政府定价的，可以直接适用该价格； 

2、交易事项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可以在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合理确定交易

价格； 

3、除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外，交易事项有可比的独立第三方的市场

价格或收费标准的，可以优先参考该价格或标准确定交易价格； 

4、关联事项无可比的独立第三方市场价格的，交易定价可以参考关联方与

独立于关联方的第三方发生非关联交易价格确定。 

5、既无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也无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可供参考的，

可以合理的构成价格作为定价的依据，构成价格为合理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 

 

四、交易必要性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系公司正常业务运营所产生，有助于公司业务的

开展，并将为公司带来一定的合理收益； 

2、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允的，交易的决策符合相关程序，交易定价符合

市场定价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存在损害公司权

益的情形； 

3、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未因上述关联交

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本议案，已经通过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请各位股东审议。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4 月 



议案五：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财务决算以及 2017 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上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2016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和《企业会计准则讲解》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规规定，公司编制了关

于 2016 年的财务决算的报告。在此基础上，结合管理层对公司 2017 年生产经营

情况的预计，公司拟定了关于 2017年度财务预算的报告，现报告如下： 

一、2016 年财务状况 

1、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 3,236,497,511.84 元，较去年增长 3.50%；归属

于上市股东的净利润为 134,114,737.80元，较去年增长了 1.92%；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 2,769,094,287.66 元，较年初增长 47.47%，公司

净资产为 1,874,631,558.52 元，较年初增长 73.81%。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资    产   期末余额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期末余额   

  货币资金  83,547.57 应付账款  53,887.20 

  应收账款  2,157.58 预收款项  13,599.70 

  存货  29,350.83 应交税费  5,876.37 

  其他流动资产  62,519.44 负债合计  89,446.27 

流动资产合计  192,077.69 股本  24,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19,438.17 资本公积  99,090.82 

  固定资产  49,725.30 未分配利润  60,599.70 

  无形资产  3,313.1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87,463.16 

非流动资产合计  84,831.74 所有者权益合计  187,463.16 

资产总计  276,909.4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76,909.43 

 

 



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323,649.75 

二、营业总成本  305,769.68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8,249.70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9,529.21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3,411.4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3,411.47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      

七、综合收益总额  13,411.4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3,411.47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9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9 

 

二、2017 年财务预算 

2017 年营业收入较 2016年增长 10%以上，净利润与 2016年基本持平。 

 

 

本议案，已经通过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请各位股东审议。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4 月 

 

 

 

 

 

 

 

 

 

 



议案六：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6 年合并报表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4,114,737.80 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44,311,821.63

元。按照《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按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4,431,182.16 元，当年实现可分配利润 39,880,639.47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203,468,983.66元，2016年末累计可供分配利润 243,349,623.13元。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章程》关于现金分

红、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同时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和未来长远发展规划，现

提出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拟以公司截止 2016 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24,0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现金红利 3.50 元（含税），共计 84,000,000 元，公司分配的现金红利总

额占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之比为 62.63%，剩余未分配利润转

结至下一年度。此外本年度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本议案，已经通过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请各位股东审议。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4月 

 

 

 

 

 



议案七：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续聘 2017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聘任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公司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为公司 2016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在执业过程中该所坚持独立审计原则，遵

守职业道德，切实履行了其审计职责，客观评价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独立发表了审计意见，从专业角度维护了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中的财务会

计报告应当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根据上交

所《上市公司定期报告工作备忘录第一号年度内部控制信息的编制、审议和披露》

的规定：新上市的上市公司应当于上市当年开始建设内控体系，并在上市的下一

年度年报披露的同时，披露内控评价报告和内控审计报告。 

公司拟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7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聘期壹年；

公司拟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7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聘期壹年。相关

审计费用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行业标准和公司审计工作的实际情况与

会计师事务所协商确定。 

 

本议案，已经通过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请各位股东审议。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4月 

 

 

 



议案八：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修订）》（上证

公字［2013］13号）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现将 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3 年 6 月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2016 年 5 月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16] 2062号《关于核准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6,000 万股。

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11.67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700,200,000元，扣除发行费

用人民币 39,989,000 元，合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60,211,000 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6年 9月 29日全部到位，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6]第 116238 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公司法》、《证券

法》、《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公司制订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使用募集资金

时，严格按照公司资金管理制度履行资金使用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 

依据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制度，公司、项目实施公司与发行保荐人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募集资金开户银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情况如下： 



 

签订日期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用途 

2016 年 9 月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松江支行 
698388609 营销终端建设项目 

2016 年 9 月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市松江支行 
1001739629000030006 生产及仓库用房项目 

2016 年 11 月 
上海来伊份食品连锁经营

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松江支行 
70040122000308083 营销终端建设项目 

2016 年 11 月 江苏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松江支行 
70040122000308139 营销终端建设项目 

2016 年 11 月 苏州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松江支行 
70040122000308292 营销终端建设项目 

2016 年 11 月 镇江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松江支行 
70040122000308348 营销终端建设项目 

2016 年 11 月 常州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松江支行 
70040122000308404 营销终端建设项目 

2016 年 11 月 无锡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松江支行 
70040122000308613 营销终端建设项目 

2016 年 11 月 浙江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松江支行 
70040122000308557 营销终端建设项目 

2016 年 11 月 北京美优堂食品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松江支行 
70040122000308975 营销终端建设项目 

2016 年 11 月 安徽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松江支行 
70040122000308766 营销终端建设项目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具体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余额 
 其中：活

期存款  

 保本理财

产品  

银行通

知存款 

上海来伊份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松江支行 
698388609 1,262.63 62.63 - 1,200.00 

上海来伊份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市松江支

行 

1001739629000030006 3,445.79 45.79 - 3,400.00 

上海来伊份食品

连锁经营有限公

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松江支行 
70040122000308083 5,978.57 478.57 5,500.00 - 

江苏来伊份食品

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松江支行 
70040122000308139 1,776.28 176.28 1,600.00 - 

苏州来伊份食品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70040122000308292 849.00 49.00 800.00 - 



有限公司 司上海松江支行 

镇江来伊份食品

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松江支行 
70040122000308348 258.24 78.24 - 180.00 

常州来伊份食品

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松江支行 
70040122000308404 203.29 103.29 - 100.00 

无锡来伊份食品

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松江支行 
70040122000308613 343.88 43.88 300.00 - 

浙江来伊份食品

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松江支行 
70040122000308557 639.47 59.47 580.00 - 

北京美优堂食品

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松江支行 
70040122000308975 337.46 57.46 280.00 - 

安徽来伊份食品

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松江支行 
70040122000308766 1,166.94 66.94 1,100.00 - 

 合  计  16,261.57 1,221.57 10,160.00 4,880.00 

注：公司保本理财产品均为在宁波银行上海松江支行购买的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智能活期理

财 2 号。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内，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49,919.12万元，其中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 49,919.12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总额  66,021.1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9,885.0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9,885.0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

资项目  

已变更

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

(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4)＝

(2)/(1)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1.生产

及仓库

用房项

目  

不适用  33,284.10 33,284.10 33,284.10 29,901.30 29,901.30 -3,382.80 89.84 2017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2.营销

终端建

设项目  

不适用  32,737.00 32,737.00 32,737.00 19,983.72 19,983.72 -12,753.28 61.04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66,021.10 66,021.10 66,021.10 49,885.03 49,885.03 -16,136.08 75.56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11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置换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金额 46,753.19 万

元。 

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 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 

1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营销终端建设项目 32,737.00 

 

                

16,937.81  

 

2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及仓库用房项目 33,284.10 29,815.38 

合计 66,021.10 46,753.19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期未发生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11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 1.5 亿元

的闲置募集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

金融机构销售的保本型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

产品具体情况见下表： 

银行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起息及到期日 
认购金额

（万元） 

投资收

益 

宁波银行上海松江支行 
智能活期理

财 2 号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16年 12月 28日至无

固定期限 
9,060.00 

 

宁波银行上海松江支行 
智能活期理

财 2 号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16年 12月 29日至无

固定期限 
1,100.00 

 

合  计  10,160.00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的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募投项目未发生变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已

使用的募集资金均投向所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

重大情形。 

    六、保荐人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

性意见 

中信建投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对公司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并出具了《关于上海来伊

份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保荐人认为：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及使用符合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

来伊份公司 2016 年度《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

关于公司 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情况相符。 

 

本议案，已经通过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请各位股东审议。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4月 

 



议案九：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

指引（2016 年修订）》、《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拟对现行《公司章程》

的第十二条，具体修订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二条第二款 

公司经营范围是：批发：预包装食品（含熟食卤

味、冷冻冷藏）、散装食品（直接入口食品，不

含熟食卤味），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

食用农产品（不含生猪产品、牛羊肉品）、花卉、

工艺礼品、电子产品、通讯器材、体育用品、文

具用品、日用百货、汽摩配件、化妆品、玩具、

金银饰品、珠宝饰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

品）、电脑及配件、通信设备及相关产品批发、

零售，销售计算机配件及相关智能卡，电子商务

（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仓储（危险

品）、企业投资与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计

算机网络系统开发、软件开发及技术服务，商务

咨询、从事货物、货物运输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包装服务，票务代理，从事通信设备领域内的技

术服务，自有房屋租赁，供应链管理服务及相关

咨询，道路普通货运，国内运输代理业务，海上、

陆路、航空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包

第十二条第二款  

公司经营范围是：批发：预包装食品（含熟食

卤味、冷冻冷藏）、散装食品（直接入口食品，

不含熟食卤味），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

粉）、食品流通、餐饮服务、食用农产品（不含

生猪产品、牛羊肉品）、花卉、工艺礼品、电子

产品、通讯器材、体育用品、文具用品、日用

百货、汽摩配件、化妆品、玩具、金银饰品、

珠宝饰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电脑

及配件、通信设备及相关产品批发、零售，销

售计算机配件及相关智能卡，电子商务（不得

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仓储（除危险品）、

企业投资与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计算机

网络系统开发、软件开发设计，商务咨询、从

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包装服务，票务

代理，从事通信设备领域内的技术服务，自有

房屋租赁，供应链管理，道路货物运输，国内

货运代理，国际海上、国际陆路、国际航空货



括：揽货、托运、订舱、仓储、中转、集装箱拼

装拆箱、结算运杂费、保管、报验、保险以及相

关的短途运输服务及运输咨询业务，普通货物仓

储，搬运装卸服务，以服务外包方式从事计算机

数据处理，车辆委托管理，物流咨询（除经纪），

附设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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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代理，以服务外包方式从事计算机数据处理、

自有品牌、动漫形象产品销售及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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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已经通过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经营范围内容的修订

最终以工商部门审核确定后的内容为准，请各位股东审议。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