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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16               证券简称：金枫酒业               编号：2020-025 

 

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石库门酿酒有限公司出售部分地上建筑物的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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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内容：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石库门酿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库门

公司”）拟将位于金山区枫泾镇白牛路 70 号、青浦区朱家角镇北大街

1 号、金山区枫泾镇钱明村 7 组三处地上建筑物转让给本公司控股股

东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糖酒集团”）。转让

金额为 48,948,400元（不含税）。 

关联人回避事宜： 

在关联方糖酒集团任职的两名董事回避并未参与本关联交易议

案的表决。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且金额超过 500万元。因此，

本次交易须提交股东大会的审议。 

过去 12 个月本公司与糖酒集团进行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租赁糖酒集团拥有的本市普陀区宁夏路 777 号海棠大厦 9、

10、11 楼用于公司总部及下属销售分公司办公。过去 12 个月发生的

租金为 4,647,25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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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石库门公司位于金山区枫泾镇白牛路 70 号（枫泾酒厂）、

青浦区朱家角镇北大街 1号（淀山湖酒厂）、金山区枫泾镇钱明村 7组（一分厂）

三处地上建筑物系公司 2000 年配股募集资金时，控股股东糖酒集团作为对价认

购新股时注入公司的一部分实物资产。三处土地的地上建筑物所有权归属石库门

公司，土地均由糖酒集团以空转和划拨方式取得，并由石库门公司使用至今。由

于办理房地产权证只能房、地合一，因此上述三处房地产权属登记仍在糖酒集团

名下（产权证号分别为：沪房地金字(2006)第 002393 号、沪房地金字(2000)第

000065 号、沪房地青字（1997）第 000042 号）。在 2013 年公司非公开发行实施

过程中，糖酒集团承诺，在上述三处房地产权属规范完成之前，该三处土地将继

续由本公司使用，地上建筑物产生的经济利益归本公司所有。 

为规范完善上市公司资产管理，解决公司所属部分产权证与实际使用人不一

致的历史遗留问题，石库门公司拟将上述三处地上建筑物转让给控股股东糖酒集

团。转让金额为 48,948,400 元（不含税）。 

本次转让行为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预计本次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且金额超过 500 万元。因此，本次交易须提交

股东大会的审议。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

本次交易事项，石库门公司将在本次董事会后与糖酒集团签署《房产买卖合同》，

该合同须经过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本公司与糖酒集团之间关联交易未达到

3000 万元，且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糖酒集团是一家具有 60多年历史的大型国有商业企业集团，注册资本 55,400

万元，法定代表人黄黎明。目前，糖酒集团已形成以糖业、酒业、特色零售为核

心主业的产业格局。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糖酒集团（合并报表口径）总资

产为 4,030,756 万元，总负债为 2,461,293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939,742 

万元（经审计）。2019 年营业收入为 3,168,648 万元，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9,731 



3 

 

万元（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糖酒集团（合并报表口径）总资产为 4,395,441 万

元，总负债为 2,827,926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936,819 万元（未经审

计）。2020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 1,337,905 万元，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5,661   

万元（未经审计）。 

截至公告日，糖酒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233,352,334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4.88%，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糖酒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三处地上建筑物目前用于生产、仓储和办公，不存在设定担保、

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和涉及该项房地产的诉讼、仲裁或司法强

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2、评估情况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受石库门公司委托对上述房屋建筑物进行了评

估，并出具了东洲评报字【2020】第 1207 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 2020

年 5 月 31 日。因本次评估对象的建筑物为企业自有厂房、属于为个别用户专门

建造的工程，重置成本基本能够体现其房屋的市场价值，故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厂区汇总表 

厂区 科目 账面原值（元） 账面净值（元） 评估原值（元） 评估净值（元） 

淀山湖厂区 房屋建筑物类 20,962,243.00 1,622,076.20 36,398,723.00 10,950,685.42 

枫泾厂区 房屋建筑物类 31,090,634.48 5,128,979.14 60,044,371.00 22,769,238.97 

一分厂 房屋建筑物类 25,005,971.80 6,257,585.21 38,108,000.00 15,228,426.14 

总计 77,058,849.28 13,008,640.55 134,551,094.00 48,948,350.53 

房屋建筑物账面净值1,300.86万元，评估净值4,894.84万元，增值3,593.98

企业名称 所在地址 
占地面积 

（平米） 

建筑面积 

（平米） 
权属 

上海石库门酿

酒有限公司 

枫泾酒厂 
上海市金山区枫泾

镇白牛路 70号 
59847 35022.88 

土地系糖酒集

团所有 

一分厂 
上海市金山区枫泾

镇钱明村 7组 
77972 18920 

土地系糖酒集

团所有 

淀山湖酒厂 
上海市青浦朱家角

镇北大街 1号 
34569 18538 

土地系糖酒集

团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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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增值率276.28%。增值主要原因：企业自建房屋建成较早，因近年来房地

产市场人工、材料、机械台班的不断上升，故造成增值。 

因上述三处土地均属于糖酒集团，故本次评估不考虑土地非石库门公司所有

对房屋价值影响。 

本次评估淀山湖厂区权证面积 18,538.00 平方米，已拆除 10 幢，拆除面积

合计 2,211.00 平方米，现有权证房屋建筑面积合计 16,327.00 平方米；枫泾厂

区权证面积 35,022.88 平方米，已拆除 9 幢，拆除面积合计 2,447.00 平方米，

现有权证房屋建筑面积合计 32,575.88平方米，另建有无证房屋 380.00平方米；

一分厂权证面积 18,920.00 平方米，现有权证房屋建筑面积合计 18,920.00 平方

米，另建有无证房屋 200.00 平方米。本次未考虑已拆除房屋评估，另有证及无

证房屋均为企业所有，本次按现状评估，未考虑无证房屋未办理产证对估值影响。 

本次资产评估已通过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资产评估系统的评估备

案（备案编号：备沪光明食品集团 202000024）。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条款 

1、交易双方：石库门公司与糖酒集团 

2、交易标的：金山区枫泾镇白牛路 70 号（枫泾酒厂）、青浦区朱家角镇北

大街 1 号（淀山湖酒厂）、金山区枫泾镇钱明村 7 组（一分厂）三处地上建筑物。 

3、交易的定价方法、交易价格、结算方式及交付： 

实际转让房产以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及其明

细（东洲评报字[2020]第 1207 号）为准，并以此明细作为双方资产移交依据。

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该房产的出售价格为人民币 48,948,400 元（不含税）。在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七天内，糖酒集团向石库门公司一次性支付全额房产转让价款

51,395,820 元（含税）。石库门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将该房产交付于糖酒

集团，双方签订房产交接单。 

4、合同的违约赔偿条款： 

本协议生效后，如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协议约定内容，则构成违约，违约方应

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5、合同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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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成立，在经过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二）履约能力 

糖酒集团资信情况良好，履约能力较强，预计其向上市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

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三）其它事项 

本次转让无须办理过户手续。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目的 

规范完善上市公司资产管理，解决房产权证与实际使用人不一致的历史遗留

问题。 

（二）对公司的影响 

结合未来产能规划，石库门公司拟将生产流水线及办公场地搬迁至石库门公

司位于枫泾镇工业园区环西二路 18 号的厂区，实现生产集约化，提高经营效率，

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另外为了减少基酒移库费，降低损耗率，根据经营需要

石库门公司拟向糖酒集团租赁部分原场地用以继续存放基酒。相关租赁事宜公司

将根据《公司章程》和《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及披露义务。 

本次交易将增加公司当年资产处置收益。鉴于上述安排，根据租赁准则的规

定，其中认定为融资租赁的部分不确认当期的资产处置收益。据此，本次交易预

计增加当年净利润约 2000 万元（以年度经审计金额为准）。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对本关联交易议案进行

了审议。根据《公司章程》对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有关联关系的董事在董事会

就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应当回避并不参与表决，其所代表的一票表决权不计入有

效表决总数，因此，在关联方糖酒集团任职的两名董事吴杰先生、罗小洁女士回

避，未参与本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经审议，同意票占有效表决票总数的 100%。

独立董事在会前出具了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的意见，会上亦均投了同意

票并出具了 [金枫酒业独立董事意见（2020）第 13 号]，主要内容为： 

1、本次交易有利于规范公司资产管理，解决产权证与实际使用人不一致的

历史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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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交易价格以评估价为依据，符合公平的市场原则，未存在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3、本次转让涉及关联交易，在关联方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任

职的两名董事回避并未参与该议案的表决。因此该交易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章程》、《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联董事除外）事先审核了本关联交易议案，并出

具了书面意见，认为：本次转让价格以评估价为依据，符合公平原则，未存在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

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特此公告 

 

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一日 

 


